
深泽县公安局职责任务清单

序号 内设机构名称
对应部门"三定"规定主要职责

及内设机构具体职责
序号 内设机构细化分解工作任务 备注

1 指挥中心

负责全县公安警务协调 、指挥工作；

掌握全县公安工作、中心工作、重大任

务情况，承担市区 110 接处警和社会联

动工作，协调处理紧急警务、公安应急

管理和突发事件的警力调整、调度，承

担授权的有关指挥协调工作；检查、指

导全县公安机关值班备勤等工作。负责

机关日常工作的协调和督察督办，负责

机关文电、会务、机要、档案、政务公

开等工作；负责全县公安机关密码、密

码设备的管理工作；负责掌握全局重点

工作开展和进展情况，对全县公安工作

的重点、热点和前瞻性问题进行调查研

究，提出指导性意见和建议；负责起草

机关重要文件、综合文稿、领导讲话、

信息简报；负责机关保密工作，指导全

县公安机关的保密工作；承办人大代表

建议、政协委员提案答复工作。拟定公

1 负责全县公安警务协调 、指挥工作；

2

掌握全县公安工作、中心工作、重大任务情况，承担

市区 110 接处警和社会联动工作，协调处理紧急警务、

公安应急管理和突发事件的警力调整、调度，承担授

权的有关指挥协调工作；

3 检查、指导全县公安机关值班备勤等工作

4
负责机关日常工作的协调和督察督办，负责机关文电、

会务、政务公开等工作；

5 负责全县公安机关密码、密码设备的管理工作；

6

负责掌握全局重点工作开展和进展情况，对全县公安

工作的重点、热点和前瞻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

指导性意见和建议；

7 负责机关保密工作，指导全县公安机关的保密工作；



安科技信息化发展规划，组织实施科技

强警战略；负责全县公安信息通信网技

术建设、网络安全管理、信息资源数据

库及相关系统的建设、维护、管理和推

广应用工作，管理各种通信资源；负责

跨地区警务活动、大型活动和处置突发

事件的通信勤务保障工作；负责全县公

安信息、警务查询等技术咨询与服务；

负责对视频监控设备进行安装、巡检、

维护和保养工作。负责规划、指导全县

公安情报工作，开展情报搜集、分析、

研判；负责全县人力情报体系整体规划

和统筹管理；负责情报平台建设、应用

和管理，依托情报平台牵头开展重点人

员动态管控和重大事件预警防范工作；

负责推动公安内外部数据资源整合、应

用工作；负责情报队伍的业务培训工

作；负责情报交流协作工作；负责公安

系统业务统计工作。负责局党委综合性

会议和局领导政务活动的协调安排；

负责各类公安信息的收集撰写、反馈；

负责深泽县公安局公章使用、管理、登

记。负责起草公安局综合方案、领导讲

话、信息简报。协调推进市委市政府和

8
承办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答复工作。拟定公

安科技信息化发展规划，组织实施科技强警战略；

9

负责全县公安信息通信网技术建设、网络安全管理、

信息资源数据库及相关系统的建设、维护、管理和推

广应用工作，管理各种通信资源；

10
负责跨地区警务活动、大型活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通

信勤务保障工作；

11
负责全县公安信息、警务查询等技术咨询与服务；负

责对视频监控设备进行安装、巡检、维护和保养工作。

12
负责规划、指导全市公安情报工作，开展情报搜集、

分析、研判；

13 负责全县人力情报体系整体规划和统筹管理；

14
负责情报平台建设、应用和管理，依托情报平台牵头

开展重点人员动态管控和重大事件预警防范工作；

15
负责推动公安内外部数据资源整合、应用工作；负责

情报队伍的业务培训工作；

16
负责情报交流协作工作；负责公安系统业务统计工作。

17 负责深泽县公安局公章使用、管理、登记。



石家庄市公安局重点工作落实反馈；

协助局主要领导对公安工作批示督办、

反馈和人大政协提案、议案的答复工

作；负责保密、档案、机要、文秘、文

印等工作。负责向县委县政府和石家庄

市公安局报告年度工作情况。负责局党

委交办的其他临时性工作任务。

18 负责局党委综合性会议和局领导政务活动的协调安排；

19 负责各类公安信息的收集撰写、反馈；

20 负责起草公安局综合方案、领导讲话、信息简报。

21 协调推进市委市政府和石家庄市公安局重点工作落实反馈；

22 协助局主要领导对公安工作批示督办、反馈；

23 负责保密、档案、机要、文秘、文印等工作。

24 负责向县委县政府和石家庄市公安局报告年度工作情况。

25 负责局党委交办的其他临时性工作任务。

2 政治处

负责公安机关的机构编制、人事

管理和警衔管理等工作；负责公

安队伍教育训练工作；组织开展

全市公安民警健康保护、职业化

1
负责公安机关的机构编制、人事管理和警衔管理等工

作；

2 负责公安队伍教育训练工作；



训练和心理训练；承担公安民警

初任、晋升及专业知识和技能培

训任务。负责研究拟定公安党

建、队建管理制度，收集、掌握、

3
组织开展全县公安民警健康保护、职业化训练和心理

训练；

分析公安队伍管理情况信息；负

责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工作和正

规化、职业化建设，负责队伍考

核工作；承担政治处综合性工

作；负责公安机关宣传和文化建

设工作，宣传公安机关在维护社

会治安工作中的重大举措、主要

成绩；负责全市警察公共关系建

设及和谐警民关系建设；统筹管

理公安新闻资源和宣传阵地，负

责公安系统紧急事件新闻舆论

的应对、引导工作和重大事项新

闻发布工作；管理县公安局门户

网站；组织开展全市公安系统奖

励申报工作。

4 承担公安民警初任、晋升及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任务。

5
负责研究拟定公安党建、队建管理制度，收集、掌握、

分析公安队伍管理情况信息；

6
负责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工作和正规化、职业化建设，

负责队伍考核工作；

7 承担政治处综合性工作；

8
负责公安机关宣传和文化建设工作，宣传公安机关在

维护社会治安工作中的重大举措、主要成绩；

9 负责全市警察公共关系建设及和谐警民关系建设；

10

统筹管理公安新闻资源和宣传阵地，负责公安系统紧

急事件新闻舆论的应对、引导工作和重大事项新闻发

布工作；

11 管理县公安局门户网站；

12 组织开展全县公安系统奖励申报工作。



3 警务保障室

负责指导全县公安机关的财务、

装备、被装、基建、后勤服务等

工作；负责编报、汇总、审核机

关经费预决算，管理机关经费开

支、政府采购、国有资产、基础

设施建设；负责制定并组织实施

全市公安装备建设规划，组织购

置、储运、调拨、发放装备物资、

警服警衔标志；负责机关生活、

车辆管理、安全保卫等行政管理

工作。

1
负责指导全县公安机关的财务、装备、被装、基建、

后勤服务等工作；

2
负责编报、汇总、审核机关经费预决算，管理机关经

费开支、政府采购、国有资产、基础设施建设；

3
负责制定并组织实施全市公安装备建设规划，组织购

置、储运、调拨、发放装备物资、警服警衔标志；

4
负责机关生活、车辆管理、安全保卫等行政管理工作

4 人口管理大队

负责户政管理工作。负责贯彻、落实上级公

安机关有关流管工作的各项部署、要求；做

好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统计报表和信息反馈

工作；对派出所的流管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讲评；开展流动人口违法犯罪活动调研工

作；组织流动人口租赁房屋案件责任倒查工

作。

1 负责户政管理工作。

对应权责清单行政许

可类第 11、22、36、

37、38、39、47 项。

行政处罚类第 1项。

2
负责贯彻、落实上级公安机关有关流管工作的各项部

署、要求；

3 做好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统计报表和信息反馈工作；

4 对派出所的流管工作进行督导、检查、讲评；

5 开展流动人口违法犯罪活动调研工作；

6 组织流动人口租赁房屋案件责任倒查工作



5 控告申诉股

负责全县公安信访工作。受理和承办

群众来信、来访、来电和网上投诉的

涉警信访事项；直接参与重大信访案

件的查办工作；研究分析全市公安信

访形势，及时提出改进工作建议。

1

负责全县公安信访工作。受理和承办群众来信、来访、

来电和网上投诉的涉警信访事项；直接参与重大信访

案件的查办工作；研究分析全市公安信访形势，及时

提出改进工作建议。

出入境管理大

队
1

对应权责清单行政许

可类第 23、24、25 项，

行政处罚类第 1、22、

23、24、25、26、41、

42、43、44、45、46、

60 项。行政处罚类第

1项。

刑事侦查大队 1

对应权责清单行政许

可类第 1、2、3 项。

行政处罚类第 1项。

交通管理大队 1

对应权责清单行政许

可类第 14、15、17、

18、19、20、21、26、

27、28、30、31、32、

33、40、41、42、44、

45、48 项。行政处罚

类第 1、2、27、28、



29、30、31、32、33、

47、项。

治安管理大队 1

对应权责清单行政许

可类第 4、5、6、7、

8、9、10、13、16、

29、34、35、43、46

项。行政处罚类第 1、

4、5、6、7、8、9、

10、11、12、13、14、

15、16、17、18、19、

20、21、34、35、36、

37、38、39、40、49、

51、52、53、54、55、

56、57、58、59 项

公共信息网络

安全监察大队
1

对应权责清单行政许

可类第 12 项。行政处

罚类第 1、3、48、50

项。

注：1.设在政府部门的市委议事协调机构秘书股列入职责任务清单编制范围；2.需将部门权责清单中的所有权力事项细化分解到相应

内设机构。



深泽县公安局职责边界清单目录

序号 管理事项 牵头部门 涉及部门 备注

1 “三非”外国人治理 深泽县公安局

深泽县人民政府外事办、深泽县教育局、深泽县科学

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深泽县司法局、深泽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深泽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深泽县卫

生健康局

深泽县市场监督监管局

2 烟花爆竹安全监管
深泽县公安局、深泽县应急管理局、深泽县发展和改

革局（工业和信息化局）

3

4

5

.....

大

回

复



深泽县公安局职责边界清单

管理事项 涉及部门 职责分工 相关依据 备注

1 “三非”外国人治理

深泽县公安局
部署开展全市防范查处“三非”外国人和妨害

边境管理犯罪的调查处置工作。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关

于加强非法入境、非法居

留、非法就业外国人治理

的决策部署，强化部门间

协作，形成工作合力，根

据石家庄各部门联合下发

的《关于成立石家庄市“三

非”外国人治理协调小组

的通知》要求，决定成立

晋州市“三非”外国人治

理协调小组。

深泽县人民政府外事办 配合我市“三非”外国人涉外管理工作。

深泽县教育局 加强外籍教师聘任管理、治理工作。

深泽县科技局 加强外国人来晋工作入境、居留许可管理工作

深泽县司法局 对外籍罪犯刑满释放人员的协调指导安置工作

深泽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加强外国人来晋工作许可管理工作。

深泽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加强对涉外营业性演出活动市场监管。

深泽县卫生健康局
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卫生应急等工作中产生的在

晋外国人信息及时通报同级公安机关。



深泽县市场监督监管局

严格执行《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管理条例》

规定，有效预防和减少外国人以市场行为掩护

的“三非”问题。

2 烟花爆竹安全监管

深泽县公安局
负责管理烟花爆竹禁放工作，侦查非法生产、

买卖、储存、运输、邮寄烟花爆竹的刑事案件。

深办字（2019）34 号 中

共深泽县委办公室 深泽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

印发《深泽县公安局职能

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

制规定》的通知

深泽县应急管理局

负责监督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贯彻执行安全

法律法规的情况，负责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

安全生产条件审查工作，组织查处不具备安全

生产基本条件的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组织

查处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事故。

深泽县发展和改革局（县工业

和信息化局）
负责烟花爆竹行业规划、有关政策的拟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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