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泽县审计局职责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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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室

负责机关日常工作的协调和督办，负责机
关文电、会务、保密、机要、信访、档案
、政务公开、后勤保障等工作，负责机关
和所属单位财务、国有资产管理和内部审
计工作，承办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
案答复工作。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的机构
编制、人事管理和教育培训工作；负责机
关和所属单位老干部服务工作。负责机关
和所属单位的党建、宣传、思想政治、精
神文明建设及群团等工作；承担机关和所

属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具体工作。

1 负责机关日常工作的协调和督办

2
负责机关文电、会务、保密、机要、信访、档案、

政务公开、后勤保障等工作

3
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财务、国有资产管理和内部审

计工作

4
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的机构编制、人事管理和教育

培训工作

5 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老干部服务工作

6
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的党建、宣传、思想政治、精

神文明建设及群团等工作

7 承担机关和所属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具体工作

8 承办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答复工作

2 综合审计股

负责组织对县本级预算执行、决算草案和
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审计。负责起草年
度县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
审计报告、审计结果报告、审计工作报告
。组织审计乡镇政府预算执行情况、决算

草案和其他财政收支。
负责对国家和省、市、县有关重大政策措
施贯彻落实情况及税收征管、社会保险费

征收等情况进行审计。
组织审计与县财政有拨款关系的县纪检监
察机关、县委机关、县人大常委会机关、
县政府机关、县政协机关、县政法机关及
其他党派组织、社会团体的预算执行情况
、决算草案及其他财政财务收支；负责对
县直有关部门、县委县政府直属事业单位
及其所属单位的预算执行情况、决算草案
及其他财政财务收支进行审计；负责对有
关部门公务支出和公款消费等进行专项审

计和审计调查。
负责对县属国有和国有资本占控股或主导
地位的企业的资产、负债和损益以及财务

1
负责组织对县本级预算执行、决算草案和其他财政

收支情况进行审计。

2
负责起草年度县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

的审计报告、审计结果报告、审计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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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综合审计股

负责组织对县本级预算执行、决算草案和
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审计。负责起草年
度县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
审计报告、审计结果报告、审计工作报告
。组织审计乡镇政府预算执行情况、决算

草案和其他财政收支。
负责对国家和省、市、县有关重大政策措
施贯彻落实情况及税收征管、社会保险费

征收等情况进行审计。
组织审计与县财政有拨款关系的县纪检监
察机关、县委机关、县人大常委会机关、
县政府机关、县政协机关、县政法机关及
其他党派组织、社会团体的预算执行情况
、决算草案及其他财政财务收支；负责对
县直有关部门、县委县政府直属事业单位
及其所属单位的预算执行情况、决算草案
及其他财政财务收支进行审计；负责对有
关部门公务支出和公款消费等进行专项审

计和审计调查。
负责对县属国有和国有资本占控股或主导
地位的企业的资产、负债和损益以及财务

3
组织审计乡镇政府预算执行情况、决算草案和其他

财政收支。

4
负责对国家和省、市、县有关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
实情况及税收征管、社会保险费征收等情况进行审

计。

5

组织审计与县财政有拨款关系的县纪检监察机关、
县委机关、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县政府机关、县政
协机关、县政法机关及其他党派组织、社会团体的
预算执行情况、决算草案及其他财政财务收支。

6
负责对县直有关部门、县委县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及
其所属单位的预算执行情况、决算草案及其他财政

财务收支进行审计。

7
负责对有关部门公务支出和公款消费等进行专项审

计和审计调查。

8

负责对县属国有和国有资本占控股或主导地位的企
业的资产、负债和损益以及财务收支进行审计，对
县属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预算执行情况、决算草
案、财政收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情况进行审计。

2 综合审计股

收支进行审计，对县属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部门预算执行情况、决算草案、财政收支
以及有关经济活动情况进行审计；组织对
上级授权审计的金融机构的境内外资产、
负债和损益，县驻外非经营性机构的财务
收支，上级授权的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援

助、贷款项目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
负责对农业农村、扶贫开发等主管部门的
预算执行情况、决算草案、其他财政收支
和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审
计。组织对农业农村、扶贫开发以及其他

相关公共资金和建设项目进行审计。
组织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预
算执行情况、决算草案、其他财政收支和
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审计
。组织对党政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
审计。组织对全县自然资源管理、污染防

治等情况进行审计。
负责对县政府相关部门、乡镇政府管理

9

组织对上级授权审计的金融机构的境内外资产、负
债和损益，县驻外非经营性机构的财务收支，上级
授权的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援助、贷款项目的财务

收支进行审计。

10
负责对农业农村、扶贫开发等主管部门的预算执行
情况、决算草案、其他财政收支和主要领导干部经

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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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综合审计股

收支进行审计，对县属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部门预算执行情况、决算草案、财政收支
以及有关经济活动情况进行审计；组织对
上级授权审计的金融机构的境内外资产、
负债和损益，县驻外非经营性机构的财务
收支，上级授权的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援

助、贷款项目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
负责对农业农村、扶贫开发等主管部门的
预算执行情况、决算草案、其他财政收支
和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审
计。组织对农业农村、扶贫开发以及其他

相关公共资金和建设项目进行审计。
组织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预
算执行情况、决算草案、其他财政收支和
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审计
。组织对党政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
审计。组织对全县自然资源管理、污染防

治等情况进行审计。
负责对县政府相关部门、乡镇政府管理

11
组织对农业农村、扶贫开发以及其他相关公共资金

和建设项目进行审计。

12
组织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预算执行情
况、决算草案、其他财政收支和主要领导干部经济

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审计。

13 组织对党政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14
组织对全县自然资源管理、污染防治等情况进行审

计。

15

负责对县政府相关部门、乡镇政府管理和县政府及
其部门委托其他单位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社会捐
赠资金、彩票公益金以及其他有关基金、资金的财

务收支进行审计。

2 综合审计股

和县政府及其部门委托其他单位管理的社
会保障基金、社会捐赠资金、彩票公益金
以及其他有关基金、资金的财务收支进行

审计。
组织对县级投资、以县级投资为主的建设
项目以及其他关系到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
的重大公共工程项目进行审计。负责对中
央、省、市财政安排我县的项目投资进行
审计监督，对重点建设项目的实施情况进

行跟踪审计。
依法检查审计决定执行情况，督促被审计
单位进行整改；牵头起草审计发现问题的

整改和处理结果报告。
负责对乡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干部，县
直党政群机关、政法机关及县委、县政府
直属事业单位主要领导干部开展机构设置
、编制使用以及执行有关规定情况的专项

审计。
负责对全县党政工作部门、事业单位、人
民团体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履行

情况进行审计。

16
组织对县级投资、以县级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以及
其他关系到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重大公共工程项

目进行审计。

17
负责对中央、省、市财政安排我县的项目投资进行
审计监督，对重点建设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跟踪审

计。

18 依法检查审计决定执行情况，督促被审计单位进行
整改。

19 牵头起草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和处理结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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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综合审计股

和县政府及其部门委托其他单位管理的社
会保障基金、社会捐赠资金、彩票公益金
以及其他有关基金、资金的财务收支进行

审计。
组织对县级投资、以县级投资为主的建设
项目以及其他关系到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
的重大公共工程项目进行审计。负责对中
央、省、市财政安排我县的项目投资进行
审计监督，对重点建设项目的实施情况进

行跟踪审计。
依法检查审计决定执行情况，督促被审计
单位进行整改；牵头起草审计发现问题的

整改和处理结果报告。
负责对乡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干部，县
直党政群机关、政法机关及县委、县政府
直属事业单位主要领导干部开展机构设置
、编制使用以及执行有关规定情况的专项

审计。
负责对全县党政工作部门、事业单位、人
民团体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履行

情况进行审计。

20

负责对乡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干部，县直党政群
机关、政法机关及县委、县政府直属事业单位主要
领导干部开展机构设置、编制使用以及执行有关规

定情况的专项审计。

21
负责对全县党政工作部门、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党
政主要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审计。

22 承担县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23
负责机关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承担行政复议

、行政应诉的有关工作。

2 综合审计股

承担县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办公室的日
常工作。

负责机关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承担
行政复议、行政应诉的有关工作；负责审
批、调整县级审计机关年度审计项目计

划，负责拟订全县年度审计项目计划，调
度审计项目进度；负责全县审计统计，监
督检查审计业务质量，审理有关审计业务
事项，负责对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的移

送协调。
推动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负责对内部
审计机构进行业务指导，监督内部审计职
责履行情况，检查内部审计业务质量；核
查社会审计机构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

承担中共深泽县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日常
事务。

24 负责审批、调整县级审计机关年度审计项目计划。

25
负责拟订全县年度审计项目计划，调度审计项目进

度。

26
负责全县审计统计，监督检查审计业务质量，审理

有关审计业务事项。

27 负责对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的移送协调。

28
推动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负责对内部审计机构
进行业务指导，监督内部审计职责履行情况，检查

内部审计业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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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综合审计股

承担县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办公室的日
常工作。

负责机关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承担
行政复议、行政应诉的有关工作；负责审
批、调整县级审计机关年度审计项目计

划，负责拟订全县年度审计项目计划，调
度审计项目进度；负责全县审计统计，监
督检查审计业务质量，审理有关审计业务
事项，负责对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的移

送协调。
推动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负责对内部
审计机构进行业务指导，监督内部审计职
责履行情况，检查内部审计业务质量；核
查社会审计机构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

承担中共深泽县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日常
事务。 29 核查社会审计机构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

30 承担中共深泽县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日常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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