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深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职责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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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机关日常工作运转工

作；负责机关文电、会务、

机要、保密、档案、宣传、

政务公开、后勤保障等工

作；承担人大代表建议、政

协委员提案答复等工作;承

担行政复议、行政应诉等工

作；承担退役军人思想政

治、與论宣传、总结表彰、

荣誉奖励和信访工作；组织

指导退役军人党建工作；监

1
负责机关日常工作运转工作;负责机关文电、会务、机要、保

密、档案、宣传、政务公开、后勤保障等工作；

2

承担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答复等工作；承担行政复

议、行政应诉等工作；承担退役军人思想政治、與论宣传、

总结表彰、荣誉奖励和信访工作；

3

组织指导退役军人党建工作;监督检查退役军人相关法律法

规和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负责退役军人权益维护和有关人

员的帮扶援助工作；

4
拟订企业中军队转业干部解困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并组织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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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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
序号 内设机构细化分解工作任务 备 注

督检查退役军人相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措施的落实情

况；负责退役军人权益维护

和有关人员的帮扶援助工

作；拟订企业中军队转业干

部解困专项经费管理办法

并组织实施；参与市级国防

动员、兵员征集、预备役人

员管理等工作；拟订退役军

人事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

和退役军人管理保障基础

设施建设标准;负责退役军

人事务系统信息化建设、统

计等工作；负责机关和所属

单位的机构编制、人事管理

和教育培训工作及党风廉

政建设具体工作。

5

参与县级国防动员、兵员征集、预备役人员管理等工作；拟

订退役军人事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和退役军人管理保障基

础设施建设标准；

6

拟订退役军人事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和退役军人管理保障

基础设施建设标准;负责退役军人事务系统信息化建设、统计

等工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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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党风廉政建设具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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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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
序号 内设机构细化分解工作任务 备 注

2
优抚安置

科

负责组织实施全县军队转

业干部、退役士兵、复员干

部、伤病残退役士兵和符合

条件消防员的接收安置工

作:负责军队转业干部、转

业士官、符合条件消防员档

案接收、审查、移交;负责

组织实施中、省直驻深泽县

单位和市直单位接收安置

军队转业干部、符合政府安

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符合

条件消防员工作:负责市直

单位计划安置和计划外选

调工作:负责符合条件现役

1 负责优抚资金发放
对应部门权责清单中行政

给付类第1项

2 负责部分农村籍60周岁以上退役士兵认定
对应部门权责清单中行政

确认类第1项

3 负责部分烈士子女（错杀被平反人员子女）认定
对应部门权责清单中行政

确认类第2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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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
序号 内设机构细化分解工作任务 备 注

军人随军家属的安置工作:

拟订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

部、复员干部、自主就业退

役士兵就业创业年度计划

并组织实施:组织开展就业

创业促进和教育培训等工

作;负责军队移交本现安置

管理的军队离退休干部，退

休士官和军队无军籍退休

退职职工接收安置和服务

管理工作:负责拟订安置经

费分配方案，规划军队离退

休干部休养机构工作人员

配备和车辆配置:指导军队

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机构

的工作:检查指导军队离退

体干部待遇和生活待遇的

4 负责烈士纪念设施审核
对应部门权责清单中行政

确认类第3项

5 负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和管理
对应部门权责清单中其他

类第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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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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
序号 内设机构细化分解工作任务 备 注

落实:组织协调落实移交地

方的离休退休军人，无军籍

退休退职职工和符合条件

的其他退役军人的住房保

障工作:指导全市退役军人

住房保障工作。

6

负责组织实施全县军队转业干部、退役士兵、复员干部、伤

病残退役士兵和符合条件消防员的接收安置工作;负责军队

转业千部、转业士官、符合条件消防员档案接收、审查、移

交;

7

拟订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复员干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就业创业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开展就业创业促进和教

育培训等工作;

8 指导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机构的工作，检查指导军队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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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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
序号 内设机构细化分解工作任务 备 注

退休干部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的落实，组织协调落实移交地

方的离休退休军人、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和符合条件的其他

退役军人的住房保障工作。

3
双拥工作

科

主要职责：负责全县拥军优

属 、拥政爱民相关工作。

具体职责：负责全县拥军优

属 、拥政爱民工作，负责

做好地方支持部队、部队支

持地方建设；承担深泽县双

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

常工作；负责全县随军家属

安置工作；

1
负责全县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负责双拥模范城（县）

创建工作 。

2
负责做好地方支持部队、部队支持地方建设，做好军地沟通

工作。

3
承担县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承办领导小组召

开的各类会议和组织的活动。

4 负责全县随军家属安置工作。

注：1.设在政府部门的县委议事协调机构秘书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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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深泽县退役军人事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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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2 优抚对象医疗保障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县财政局、县医保局、县卫健局

3

拟定退役军人接收

安置政策并组织实

施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县政府办公室、县委组织部、县委编办、县教育、

公安、财政、人社、住建、发改、武装部等有关部门

4

转业军官、符合政府

安排工作条件退役

士兵和退出消防员

安置工作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县委组织部、县委编办、县教育、公安、财政、人

社、住建、发改、武装部等有关部门

5

移交深泽县安置的

军队离休退休干部、

退休士官和军队无

军籍退休退职职工

的服务管理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县委组织部、县委老干部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县教育局、县发改、住建、自然资源和规划、医保、卫健、行政

审批、税务等部门

6

全县退役士兵地方

补助资金预算、拨付

及使用工作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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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职责边界清单

序号
管理

事项
涉及部门 职责分工 相关依据 备 注

1 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

负责光荣院等直属单位的安全管理工作。
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安全生产规划及安全生产责任制，并负责
督促检查落实。
对局属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
理，指导、协调和监督安全监管工作。
拟定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计划、目标任务、工
作措施和目标考核办法，对安全生产目任务进
行分解，对责任单位进行检查和考核。
建立健全各种安全生产综合管理台账、资料、
记录和数据统计，按相关规定及时收集和上报
各类安全生产和统计资料。
组织开展经常性的安全检查，排查督促整改事
故隐患。
对上级有关部门向局属单位发出的安全生产
整改指令进行督促督办。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公
布石家庄市负有安全生产监管（审
批)部门权利清单标和责任清单的
通知》（石政函〔2019〕96号）

2 优抚对象医疗保障 县退役军人事
负责会同医保、财政、卫健委等部门制定优抚
对象医疗保障办法；会同医保部门审核退出现

1.《军人优抚优待条例》
2.民政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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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管理

事项
涉及部门 职责分工 相关依据 备 注

务局
役的一至六级我疾军人身份，将符合条件的人
员纳人职工医保范围，并按照我疾等级级别予
以政策顿斜。

障部《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医疗保障
办法》（民法【2005】199号）
3.《河北省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总体规划》（冀政【1999】12
号）
4.《河北省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
（冀民【2007】57号）
5.《河北省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医疗保
障办法》（冀民【2006】71号）

县财政局

负责参与制定市医疗保障办法：及时安排下达
资金，指导各地及时做好医疗保障补助和配套
资金的发放。

县医保局
负责参与制定市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将符
合条件的优抚对象纳入市基本医疗保障范围。

县卫健局

负责参与制定市医疗保障办法：组织医疗机构
为优抚对象提供优质医疗服务，设置退役军人
优先标识。

3

拟定退役军人接收

安置政策并组织实

施

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

贯彻落实县退役军人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决策部

署，承担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开展调查研

究、出台退役军人安置工作相关政策；指导检查

各单位、各乡镇退役军人安置工作。

1.河北省民政厅等10部门《关于符

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就业

安置工作的实施意见》(冀民

[2018)102号)

2.《关于成立深泽县退役军人安置工

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深退役军人组

发{2019}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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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管理

事项
涉及部门 职责分工 相关依据 备 注

县政府办公室

贯彻落实县退役军人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决策部

署；对退役军人安置工作相关政策开展调查研究；

指导检查各单位、各乡镇退役军人安置工作；负

责上级领导和县委、县政府领导关于退役军人安

置工作批示的转办、交办；为以县委、县政府名

义召开的县级会议提供协调和服务保障。

县委组织部

贯彻落实县退役军人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决策部

署；对退役军人安置工作相关政策开展调查研究；

指导检查各单位、各乡镇退役军人安置工作；把

退役军人安置工作纳入各级党政领导班子考核体

系

县委编办、县教

育、公安、财政、

贯彻落实县退役军人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决策部

署；对退役军人安置工作相关政策开展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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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管理

事项
涉及部门 职责分工 相关依据 备 注

人社、住建、发

改、武装部等有

关部门

指导检查各单位、各乡镇退役军人安置工作。

4

转业军官、符合政

府安排工作条件退

役士兵和退出消防

员安置工作

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

负责拟制接收安置计划，做好全县转业军官、符

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和退出消防员安置

工作。负责拟制随调家属接收安置计划，做好随

调家属安置工作。指导各单位、各乡镇做好相关

安置工作。

1.《河北省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实

施细则(试行)》的通知(冀发(2002]8

号)

2.河北省民政厅等10部门《关于符

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就业

安置工作的实施意见》(冀民

[2018)102号)

3.中共深泽县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

领导小组《关于成立深泽县退役军人

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深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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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管理

事项
涉及部门 职责分工 相关依据 备 注

军人组发{2019}8号）

县委组织部

配合拟制退役军人及其随调家属、符合条件消防

员接收安置计划，协调办理相关手续:负责行政团

职以上转业干部安置。

县委编办
配合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拟制接收安置计划，负责

依照有关规定核准使用编制。

县教育局

负责为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和符合条件的消防员

随迁子女，参照随迁子女入学政策提供转学、入

学保障。

县公安局
负责做好退役军人、符合条件消防员、随调随迁

家属落户工作。

县财政局 负责做好安置到机关事业单位退役军人、符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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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管理

事项
涉及部门 职责分工 相关依据 备 注

件消防员工资经费保障:按政策足额安排退役军

人事务经费预算。及时审核拨付资金。建立稳定

的经费保障机制，协助退役军人事务局加强资金

监管。

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配合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拟制事业单位退役军人

及其随调家属、符合条件消防员接收安置计划。

协调办理相关手续。

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负责做好符合住房保障条件退役军人的住房保障

工作。

县发展和改革

局

配合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拟制本系统监管国有企业

接收安置计划。协调办理相关手续。

县武装部 负责协调驻县部队做好退役军人安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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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管理

事项
涉及部门 职责分工 相关依据 备 注

5

移交深泽县安置的

军队离休退休干

部、退休士官和军

队无军籍退休退职

职工的服务管理

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

负责研究制定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管理政策，

编制经费预算和指导服务管理工作。

《关于进一步做好军队离休退休干

部移交政府安置管理工作的意见》

（中办发{2004}2号）

县委组织部、县

委老干部局

负责指导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党组织建设和政治待

遇的落实。

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按照管理权限负责办理安置到县直政府系统事业

单位军队离休退休干部随迁配偶子女的工作调动

手续及各项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

县教育局
负责军队离休退休干部随迁子女的人学、转学工

作。

县发改、住建、

自然资源和规

负责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医疗服务保障，以及住房

及服务管理机构用房建设用地、规划审批、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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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管理

事项
涉及部门 职责分工 相关依据 备 注

划、医保、卫健、

行政审批、税务

等部门

减免、住房产权办理等工作。

6

全县退役士兵地方

补助资金预算、拨

付及使用工作

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

负责全县退役士兵相关补助资金的预算、拨付以

及使用工作(主要包括:自主就业或自谋职业退役

士兵地方一次性经济补助资金;符合政府安排工

作条件退役士兵待安置期间生活及保险补助资

金；1-4级分散供养退役士兵购(建)房补助资金)。

《河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六部门

关于做好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

待安排工作期间服务管理工作的通

知》(冀退役军人厅字〔2020]10号)

县财政局

按政策足额安排退役军人事务经费预算，及时审

核拨付资金，建立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协助退

役军人事务局加强资金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