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泽县住建局职责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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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机关日常工作的协调和督查，负责机关文电、会务、纪要、

保密、档案、信访、政务公开、后勤保障等工作；负责起草机关重

要文件、综合文稿和领导讲话；承办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

答复工作；组织指导城市建设档案监督管理工作。负责机关和所属

单位财务、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机构编制、人

事管理、教育培训等干部队伍建设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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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2

负责机关文电、会务、纪要、保密、

档案、信访、政务公开、后勤保障等

工作

3
负责起草机关重要文件、综合文稿和

领导讲话

4
承办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答

复工作

5 组织指导城市建设档案监督管理工作

6
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财务、国有资产

管理工作

7
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机构编制、人事

管理、教育培训等干部队伍建设工作。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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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承担机关和所属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具

体工作

2 城乡建设科

主要职责：拟订城镇住房保障相关政策并组织实施；组织编制实施

城镇住房保障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负责保障房配建工作；会同有

关部门做好中央和省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安排并监督实施。负责推

进住房制度改革。拟订适合县情的住房政策，指导住房建设，推动

住房制度改革；拟订住房建设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全县房地

产市场的监督管理。会同有关部门拟订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并监督

执行；拟订房地产行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制定房地产开发、房

屋交易、房屋租赁、房地产估价与经纪管理的规章制度并监督实施。

负责建筑市场的监督管理。拟订建筑市场发展规划和管理制度并监

督实施；负责建筑劳务市场管理；负责建筑业企业、勘察设计企业、

造价咨询企业、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监理机构、检测机构和

招投标代理机构的监督指导；负责施工图审查机构的监督管理；负

责建设工程消防、人防设计相关工作的监督管理。统筹编制县城区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发展规划，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城建计划并

组织实施；负责组织实施县政府安排的城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包括城市路网的新建、改建、扩建工程）。指导推进新型城镇化

1 拟订城镇住房保障政策并指导实施

2
组织编制、实施城镇住房保障发展规

划和年度计划

3 指导保障性住房的使用管理

对照部门权

责清单中行

政检查类第

4项

4
会同有关部门做好中央和省保障性安

居工程资金安排并监督实施

5

拟订适合县情的住房措施政策，

推动住房制度改革；做好人才公寓筹

集和管理工作



（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和县城建设工作。指导村镇建设工作。

指导建制镇、集镇（乡）和村庄建设；指导乡村建筑风貌管控；指

导农村住房建设、住房安全及危房改造；指导重点镇和特色小城镇

建设工作；指导建制镇、集镇（乡）和村庄农村生垃圾处理、生活

污水处理工作。负责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监督实施建筑工程质

量、施工安全、竣工验收政策和规章制度；组织实施工程建设实施

阶段的国家标准及国家统一的行业标准；组织或参与工程质量、安

全事故的调查处理。负责推进建筑节能工作。负责拟订建设行业科

技、装配式建筑、绿色建筑发展规划和建筑节能管理制度并组织实

施；指导和推动全县建筑节能减排、绿色建筑发展、墙体材料革新、

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可再生能源利用等工作。拟订物业行业发

展规划并组织实施；拟订物业行业管理办法，负责监督管理住宅专

项维修资金的归集、使用工作；负责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备案及过

程监管工作；指导监督老旧住宅小区整治工作；指导住宅室内装饰

装修工作。负责拟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城市危房管理政策并组

织实施；拟订国有土地房屋征收计划，负责房屋征收工作；负责城

市危房管理和城市危房鉴定工作；负责拟订城市棚户区改造规划、

6 负责全县房地市场的监督管理

7
负责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监测房产市场运行

8

组织实施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拟订

房屋交易、房地产开发管理制度并监

督执行

9

负责商品房预售资金和存量房交易资

金的监督管理；做好房屋交易、房屋

租赁及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评估

机构与房地产经纪机构监督管理工作

对应部门权

责清单中行

政检查类第

21项、其他

类第4项

10

推进培育和发展租赁市场住房制度改

革，拟订适合县情的住房政策，指导

住房建设；拟订住房建设发展规划。

11 负责整顿和规范建筑市场行为

12 负责建筑施工企业的日常监督管理

对应部门权

责清单中行

政检查类第

12项



年度计划，制定城市棚户区改造政策并实施；完成县政府交办的城

中村改造相关工作。拟订地下综合管廊中长期建设计划；制定地下

综合管廊运营、维护管理办法和配套政策；指导综合管廊运营、维

护管理工作。负责住房城乡建设行业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引进、

利用外资工作，指导建筑施工、房地产开发、勘察设计和物业管理

等相关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负责协调建设企业参与对外工程承包、

建筑劳务合作，指导全县建筑劳务输出工作。负责住房和城乡建设

行业人才队伍建设。负责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城市市政设

施建设工程的抗震设防监督管理。负责城市建设档案监督管理工作。

会同有关部门做好支油建设协调工作。负责直管公有住房的资产、

售房款和售后维修资金的管理工作。负责住房城乡建设行业的信息

采集、整理、统计、分析、发布等工作。负责全县供热、燃气行业

管理工作。负责城市污水处理工作。

具体职责：拟订城镇住房保障政策并指导实施；组织编制、实施城

镇住房保障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指导保障性住房的使用管理；会

同有关部门做好中央和省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安排并监督实施；拟

订适合县情的住房措施政策，推动住房制度改革；做好人才公寓筹

13 负责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和管理

14 负责本县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工作

对应部门权

责清单中行

政许可类第

2项

15 负责建筑业统计工作

16 负责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

对应部门权

责清单中行

政许可类第

3项

17

负责协调建筑企业参与对外工程承

包、建筑劳务输出工作；指导建筑业

企业开拓国内市场

18
负责建设工程监理企业资质和质量检

测机构资质的监管

对应部门权

责清单中行

政检查类第

7项

19 负责建设工程消防设计相关审查工作

对应部门权

责清单中行

政许可类第



集和管理工作。负责全县房地市场的监督管理；负责房地产市场发

展趋势预测分析，监测房产市场运行；组织实施房地产市场调控政

策，拟订房屋交易、房地产开发管理制度并监督执行；负责商品房

预售资金和存量房交易资金的监督管理；做好房屋交易、房屋租赁

及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评估机构与房地产经纪机构监督管理工

作。推进培育和发展租赁市场住房制度改革，拟订适合县情的住房

政策，指导住房建设；拟订住房建设发展规划。负责整顿和规范建

筑市场行为；负责建筑施工企业的日常监督管理；负责建筑市场信

用体系建设和管理；拟订建筑业行业发展规划，指导建筑业的发展

改革；负责建筑业统计工作；指导建筑劳务市场活动；负责协调建

筑企业参与对外工程承包、建筑劳务输出工作；指导建筑业企业开

拓国内市场。拟订县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发展规划、县城建计

划并组织实施；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城区市政基础实施领域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模式的应用；负责市政施工企业监督管理；组织城市建

设统计年报工作；负责县政府安排的县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督导

工作。指导建制镇、集镇（乡）和村庄建设，指导农村住房建设和

安全及危房改造；指导乡村建筑风貌管控；指导建制镇、集镇（乡）

和村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生活污水处理工作；指导重点镇和特色

1项

20 负责市政施工企业监督管理

21 组织城市建设统计年报工作

22
负责县政府安排的县市政基础设施项

目建设督导工作

23
指导建制镇、集镇（乡）和村庄建设，

指导农村住房建设和安全及危房改造

24 指导乡村建筑风貌管控

25
指导建制镇、集镇（乡）和村庄农村

生活垃圾处理、生活污水处理工作

26 指导重点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工作

27

组织实施工程建设实施阶段的国家标

准、全国统一的行业标准和省地方标

准；指导工程建设标准的实施；

28
负责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

量、施工安全的监督管理；

对应部门权

责清单中行

政检查类第

38项

29
拟订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材料

设备相关的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

30 指导工程质量检测监督管理工作 · 对应部门权



小城镇建设工作。组织实施工程建设实施阶段的国家标准、全国统

一的行业标准和省地方标准；指导工程建设标准的实施；负责建筑

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的监督管理；拟订建筑工

程质量、施工安全、材料设备相关的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监督实

施建设监理有关规章制度；指导工程质量检测监督管理工作；指导

和管理建设工程材料、设备使用；组织或参与工程质量、安全事故

的调查处理；负责建筑施工扬尘治理工作。拟订住房和城乡建设行

业科技、建筑节能减排、绿色建筑发展、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

装配式建筑相关政策并指导实施；指导建设行业科技成果及新技术、

新产品、新工艺的转化推广、应用工作，负责管理建设科技发展资

金和建设科研经费，指导建设科技和装配式建筑项目实施；指导县

绿色建筑、可再生能源建筑利用、建筑节能方面的工作；对装配式

建筑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指导检查。负责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图设计

文件审查机构、造价咨询单位的监督管理和信用体系建设；负责施

工图审查机构的监督管理、负责建设工程消防、人防设计相关工作

的监督管理；参与编制地方建设工程量计量规则，收集发布工程材

料、人工、机械设备使用等市场价格信息。负责各类房屋建筑及其

附属设施和城市市政设施建设工程的抗震设防监督管理；负责新建

责清单中行

政检查类第

7项

31 指导和管理建设工程材料、设备使用；

32
组织或参与工程质量、安全事故的调

查处理

33 负责建筑施工扬尘治理工作

对应部门权

责清单中行

政检查类第

38项

34

拟订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科技、建筑

节能减排、绿色建筑发展、既有居住

建筑节能改造、装配式建筑相关政策

并指导实施

对应部门权

责清单中行

政检查类第

10项

35

指导建设行业科技成果及新技术、新

产品、新工艺的转化推广、应用工作，

负责管理建设科技发展资金和建设科

研经费，指导建设科技和装配式建筑

项目实施

36

指导县绿色建筑、可再生能源建筑利

用、建筑节能方面的工作；对装配式

建筑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指导检查



筑模式技术在勘察设计行业的应用。负责拟订物业行业发展规划；

拟订物业管理的规章制度并监督实施；负责前期物业管理招标、中

标备案工作；指导监督全县物业管理工作；指导老旧小区综合整治

工作；指导协调物业小区达标创优工作；指导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

会管理工作；指导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作；指导县住宅维修资金中

心业务工作。指导推进新型城镇化（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

作，组织拟订新型城镇化相关政策措施和工作方案，督促新型城镇

化工作落实；指导推进县城建设工作，负责县城建设工作的统计汇

总、检查通报、督导考核工作，督促县城建设任务落实；承担县城

建设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作。拟订地下综合管廊中长期建设计划并

组织实施，制定地下综合管廊运营、维护管理相关配套政策并监督

实施。负责全县屋征收和补偿工作，编制县房屋征收年度计划；负

责县房屋征收相关行政工作；拟订房屋征收和补偿的相关政策并监

督实施，管理房屋征收评估机构和实施单位；会同有关部门做好支

油建设的相关工作。负责拟订城市棚户区改造规划和年度计划并指

导实施；拟订农村危房管理有关政策，负责县危房鉴定工作；负责

城中村改造工作的调查研究，拟订城中村改造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

37

负责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图设计文件

审查机构、造价咨询单位的监督管理

和信用体系建设

38

负责施工图审查机构的监督管理、负

责建设工程消防、人防设计相关工作

的监督管理；参与编制地方建设工程

量计量规则，收集发布工程材料、人

工、机械设备使用等市场价格信息

39

负责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城

市市政设施建设工程的抗震设防监督

管理

40
负责新建筑模式技术在勘察设计行业

的应用

41
负责拟订物业行业发展规划；拟订物

业管理的规章制度并监督实施

对应部门权

责清单中行

政检查类第

1项

42
负责前期物业管理招标、中标备案工

作；指导监督全县物业管理工作

对应部门权

责清单中行

政检查类第

1项、其他类

第1项



完善城中村改造配套政策。组织实施国家、省、市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具体负责房屋建筑和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负责全县供热、燃

气行业管理工作，拟订全县供热、燃气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并组织

实施，贯彻执行供热、燃气行业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指导供热、

燃气行业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县城区污水处理工作；负责相关设

施养护维修工作。

43 指导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

44 指导协调物业小区达标创优工作

45 指导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管理工作

46

指导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作；指导县

住宅维修资金中心业务工作

对应部门权

责清单中行

政检查类第

23项

47

指导推进新型城镇化（国家新型城镇

化综合试点）工作，组织拟订新型城

镇化相关政策措施和工作方案，督促

新型城镇化工作落实

48

指导推进县城建设工作，负责县城建

设工作的统计汇总、检查通报、督导

考核工作，督促县城建设任务落实；

承担县城建设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作

49

拟订地下综合管廊中长期建设计划并

组织实施，制定地下综合管廊运营、

维护管理相关配套政策并监督实施

50
负责全县屋征收和补偿工作，编制县

房屋征收年度计划

51 负责县房屋征收相关行政工作



52

拟订房屋征收和补偿的相关政策并监

督实施，管理房屋征收评估机构和实

施单位；会同有关部门做好支油建设

的相关工作

53
负责拟订城市棚户区改造规划和年度

计划并指导实施

54
拟订农村危房管理有关政策，负责县

危房鉴定工作

对应部门权

责清单中其

他类第10项

55

负责城中村改造工作的调查研究，拟

订城中村改造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

完善城中村改造配套政策

56

组织实施国家、省、市房屋建筑和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法律法规及

有关规定

57
负责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

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

对应部门权

责清单中行

政检查类第

19项

58

负责全县供热、燃气行业管理工作，

拟订全县供热、燃气发展规划、年度

计划并组织实施，贯彻执行供热、燃

气行业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



59 指导供热、燃气行业的安全生产工作

60 负责县城区污水处理工作

对照部门权

责清单中行

政检查类第

36项

61 负责相关设施养护维修工作

3 城市管理科

主要职责：负责编制道路、桥梁、排水、照明设施的改造、整

修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城市排水管理工作及城市排水、中水的水

质监测及监督管理；负责城市道路、桥梁维护管理；负责城市夜景

照明维护管理工作；负责组织、协调、管理城区市政设施改造工作，

负责工程质量监督检查，安全监督检查，验收和移交工作。负责制

订城市市政基础设施的日常维护作业标准和市容环境卫生质量标准

并组织实施；负责对城市市政基础设施日常管护、市容环境卫生、

行政执法等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和考核评比；拟订城市市政基础设施

日常管护资金使用计划，并监督管理和组织实施。负责指导、协调、

考核城市市政设施管理、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

作；负责组织城市管理专项活动和重大执法活动。负责城区防汛工

作。研究部署城区防汛工作，开展城区防汛宣传，提高全社会的防

洪减灾意识，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城区自然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负责

城区沿街建筑物、构筑物立面及门店的改造、装饰装修、沿街实体

墙改造和沿街楼宇立面清洗保洁活动的监督管理；参与楼宇、桥涵

景观及夜景亮化工程的竣工验收；负责城市夜景、照明、户外广告

1
拟订城市市容市貌管理标准及考核评

价办法并组织实施

2
负责城区户外广告门店牌匾设置规划

并监督落实

对照部门权

责清单中行

政检查类第

27项

3
组织督导市容秩序综合整治工作，监

督落实“门前五包”责任

4 牵头组织城市景观容貌综合整治工作

5
负责指导城区洗车场、县城便道非机

动车停放管理

6

拟订城区环卫设施建设规划，制定城

区环卫作业标准和检查评比办法并组

织实施

7 监督城区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餐厨 对照部门权



以及门店牌匾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协调监督城区生活垃圾、建筑

垃圾、餐厨垃圾、医疗废弃垃圾无害化处理工作；参与城市开发和

城区改造中有关环卫设施配套项目建设竣工验收；负责县城区环卫

基础设施处理能力建设。负责指导城区城市便道非机动车停放工作。

负责城区洗车行业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指导建制镇、集镇容貌环

境整治、环境卫生、市政基础设施日常管护、综合执法、垃圾处理、

污水处理等工作。实施与以下范围内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

权有关的行政强制措施：

1、市容环境卫生、市政公用设施、园林绿化等方面法律法规规定的

全部行政处罚权；2、住房和城乡建设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全部

行政处罚权；3、城市建成区内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建筑施工噪声污

染、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露天烧烤污染等行政处罚权； 4、城市建

成区专业市场外城市道路、绿地、公园、广场、街头空地等公共场

所无照商贩经营、违规设置户外广告等行为的行政处罚权。负责城

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指导城市管理综合指法队伍规范执

法、文明执法。研究拟订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资金计划。拟订城市

园林绿化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拟订园林绿化方面规范

性文件。负责编制实施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负责建成区主要街道、

公园、广场的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

负责街道绿化、公园广场综合管护的检查、考核、监督工作，对公

园、广场、经营项目和公益活动进行监督管理。执行城市绿化“绿

线”管制制度；监督检查城市各类绿地的达标情况；监督管理城市

建设项目中的园林绿化比例和布局；负责城区伐移树木的初审、上

垃圾、粪便垃圾、医疗废弃垃圾的无

害化处理

责清单中行

政检查类第

15-17项、28

项

8
参与城区新建项目环卫设施建设竣工

验收工作

对照部门权

责清单中其

他类第6项

9 指导城区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

10
负责城市市政基础设施的日常维护管

理工作，组织制定日常维护作业标准

对照部门权

责清单中行

政检查类第

33项

11

负责编制城市道路、桥梁、排水、照

明设施的改造、整修计划并组织实施

及日常维护工作

对照部门权

责清单中行

政检查类第

33项

12
负责组织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移

交工作

13

拟订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制

度，负责拟订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

装备配备标准并督导实施，负责城市



报、监管工作。指导监督园林绿化工程建设招标工作，负责工程质

量监督、安全生产及工程验收工作。负责建成区园林绿化工程立项

及各种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参与圃地、花木市

场的规划、建设和管理；负责建成区园林植物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及

防治工作。指导园林绿化和创建园林城工作。负责园林绿化相关企

业的信息收集、登记和信用综合评价体系建设。

具体职责：拟订城市市容市貌管理标准及考核评价办法并组织

实施；拟订城区户外广告门店牌匾设置规划并监督落实；组织督导

市容秩序综合整治工作，监督落实“门前五包”责任；牵头组织城

市景观容貌综合整治工作；负责指导城区洗车场、县城便道非机动

车停放管理。拟订城区环卫设施建设规划，制定城区环卫作业标准

和检查评比办法并组织实施；监督城区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餐厨

垃圾、粪便垃圾、医疗废弃垃圾的无害化处理；参与城区新建项目

环卫设施建设竣工验收工作；指导城区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负

责城市市政基础设施的日常维护管理工作，组织制定日常维护作业

标准；负责编制城市道路、桥梁、排水、照明设施的改造、整修计

划并组织实施；负责组织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移交工作。拟订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制度，负责拟订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

装备配备标准并督导实施，负责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伍规范化

建设工作；负责组织协调城市管理重大执法活动。负责城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负责对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效能的监

督检查和考评；负责群众对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方面投诉举报的

受理、调查、处理；指导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伍行风建设工作。

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伍规范化建设工

作

14 负责组织协调城市管理重大执法活动

15
负责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督检查

工作

16
负责对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效能的

监督检查和考评

17
负责群众对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方

面投诉举报的受理、调查、处理

18
指导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伍行风

建设工作

19

拟订智慧城管发展规划并推进实施，

负责智慧城管平台建设管理工作；负

责城管信息的分析处理

20

指导建制镇、集镇容貌环境整治、环

境卫生、市政基础设施日常管护、综

合执法、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有关

工作

21 负责城区防汛工作

对照部门权

责清单中行

政检查类第

35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