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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泽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职责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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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履行全民所有土地、矿产、

实地、水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

责和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

监督检查自然资源、空间资源、国

土空间规划及测绘等法律法规的执

行情况。组织咸鱼发展战略研究，

探索城乡统筹发展模式，推动全县

城乡一体化进程。

1 负责机关日常工作的综合协调和督查督办

2 负责机关文电、会务、机要、保密、档案、宣传、后勤保障等工作

3 承办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答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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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担机关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核工作

6 承担权限自然资源专项收入征管和各项经费、专项资金基金的管理工作。

7 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财务、国有资产管理及内部审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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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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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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股

负责实施国家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

的指标体系和统计标准，建立自然资

源定期调查监测评价制度。定期组织

实施全县性自然资源基础调查、变更

调查、动态监测和分析评价。

贯彻实施国家各类自然资源和不

动产统一确权登记、权籍调查、不动

产测绘，争议调处、成果应用的制度、

标准、规范。组织实施全县自然资源

和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建立健全全

县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

础平台，管理登记资料。

贯彻执行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

1
负责实施国家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的指标体系和统计标准，建立自然资源定期调查监测评价

制度。定期组织实施全县性自然资源基础调查、变更调查、动态监测和分析评价。

2

贯彻实施国家各类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统一确权登记、权籍调查、不动产测绘，争议调处、成果

应用的制度、标准、规范。组织实施全县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建立健全全县自然

资源和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管理登记资料。

3

贯彻执行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政策，落实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统计制度，承担自然资

源资产价值评估和资产核算工作。编制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贯彻执行全民所有自然

资源资产划拨、出让、租赁、作价出资和土地储备政策。承担报县政府审批的改制企业的国有

土地资产处置。

4

拟订全县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并监督实施，配合建立自然资源市场交易规则和交易平

台，组织开展自然资源市场调控。负责自然资源市场监督管理和动态监测，建立自然资源市场

信用体系。建立政府公示自然资源价格体系，开展自然资源分等定级价格评估。拟订自然资源

开发利用标准，开展评价考核，承担节约集约利用工作。

5
组织开展自然资源领域违法案件形势研判，组织协调全县自然资源执法工作，会同有关部

门，指导查处自然资源有关违法违规行为，协调、督查、督办有全县性影响大案要案，指导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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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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政策，落实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

产统计制度，承担自然资源资产价值

评估和资产核算工作。编制全民所有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贯彻执行全民

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划拨、出让、租赁、

作价出资和土地储备政策。承担报县

政府审批的改制企业的国有土地资产

处置。

拟订全县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

制度并监督实施，配合建立自然资源

市场交易规则和交易平台，组织开展

自然资源市场调控。负责自然资源市

县自然资源执法队伍建设，组织自然资源执法人员业务培训。负责自然资源和规划有关信访工

作，协调处理信访事件。

6

承担全县森林、草原、湿地、荒漠资源动态监测与评价工作，拟订全县国土绿化措施，综合

管理重点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负责植树和以植树种草等生物措施防治水地流失工作；拟订全县防

沙治沙及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监督管理沙化土地的开发利用，组织沙尘暴

灾害应急处置；负责全县古树名木保护、林业和草原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工作。组织协调森林城市

创建工作；组织指导全民义务植树、城乡绿化、部门绿化工作，承担县绿化委员会日常工作。

负责编制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并监督实施，监督执行森林采伐限额，组织编制森林经营规划和

森林经营方案并监督实施，监督检查林木采伐、运输工作；拟订公益林保护规划并组织实施，负

责公益林划定、调整和管理工作；负责天然林保护工作；负责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和预测预

报；负责林业站的建设和管理。组织编制全县森林和草原火灾防治规划并监督实施，负责防火巡

护、火情监测、火源管理、防火设施的建设工作，以及初期扑救等工作，实现“打早、打小、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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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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监督管理和动态监测，建立自然资

源市场信用体系。建立政府公示自然

资源价格体系，开展自然资源分等定

级价格评估。拟订自然资源开发利用

标准，开展评价考核，承担节约集约

利用工作。

组织开展自然资源领域违法案件

形势研判，组织协调全县自然资源执

法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指导查处自

然资源有关违法违规行为，协调、督

查、督办有全县性影响大案要案，指

导全县自然资源执法队伍建设，组织

自然资源执法人员业务培训。负责自

了”；组织开展森林和草原防火宣传教育、督促检查等防火工作。负责全县森林防火队伍建设和

监督管理工作。

监督管理全县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自然遗产、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各类

自然保护地，组织实施各类自然保护地资源调查、保护建设、生态修复、监督评价工作。拟订全

县湿地保护规划，组织实施湿地生态修复、生态补偿工作，监督管理湿地的开发利用；会同有关

部门做好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项目申报工作；承办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工作，组织开展陆生野生

动植物资源调查和资源状况评估，监督管理陆生野生动植物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工作，组织开展

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工作；承担林木种子、草种管理工作，组织种质资源普查收集、

评价利用和种质资源库建设，组织良种选育审定、示范推广；监督管理林业和草原生物种质资源、

转基因生物安全、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指导良种基地、保护性苗圃建设，监督管理林木种苗、

草种质量和生产经营行为，指导森林旅游工作。

负责林业和草原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负责重大执法决定合法性审核，协调行政执法中的

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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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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资源和规划有关信访工作，协调处

理信访事件。

承担全县森林、草原、湿地、荒漠

资源动态监测与评价工作，拟订全县国

土绿化措施，综合管理重点生态保护修

复工程，负责植树和以植树种草等生物

负责农村林业发展、维护林业经营者合法权益，负责农村林地林木承包经营、流转监督管

理工作；负责全县经济林、花卉行业管理工作，负责林产品质量监督工作。

拟订全县林业和草原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机关和直属单位财务和国

有资产管理，监督管理中央和省、市、县级投资、部门预算、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及相关项目实

施，负责林业和草原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工作；负责生态扶贫和相关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工作。

7 承担全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政策研究工作，拟订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承担国土空间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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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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施防治水地流失工作；拟订全县防沙

治沙及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建设规划

并组织实施，监督管理沙化土地的开发

利用，组织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负责

全县古树名木保护、林业和草原应对气

候变化相关工作。组织协调森林城市创

建工作；组织指导全民义务植树、城乡

绿化、部门绿化工作，承担县绿化委员

会日常工作。

负责编制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并监

督实施，监督执行森林采伐限额，组织

编制森林经营规划和森林经营方案并

监督实施，监督检查林木采伐、运输工

合整治、土地整理复垦等工作。承担生态保护补偿相关工作。负责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

承担全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政策研究工作，拟订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承担国土空间综

合整治、土地整理复垦等工作。承担生态保护补偿相关工作。负责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

拟订全县基础测绘规划、计划，贯彻执行地理信息安全保密政策。组织实施县级基础测绘

和地理信息资源建设等重大项目。贯彻执行测绘行业管理政策，监督管理测绘活动、质量。负

责地理信息成果管理，审核县级重要地理信息数据。负责开展国家版图意识宣传教育。承担地

理信息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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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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拟订公益林保护规划并组织实施，

负责公益林划定、调整和管理工作；负

责天然林保护工作；负责林业有害生物

防治、检疫和预测预报；负责林业站的

建设和管理。组织编制全县森林和草原

火灾防治规划并监督实施，负责防火巡

护、火情监测、火源管理、防火设施的

建设工作，以及初期扑救等工作，实现

“打早、打小、打了”；组织开展森

林和草原防火宣传教育、督促检查等防

火工作。负责全县森林防火队伍建设和

监督管理工作。

监督管理全县自然保护区、风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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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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区、地质公园、自然遗产、森林公园、

湿地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地，组织实施

各类自然保护地资源调查、保护建设、

生态修复、监督评价工作。拟订全县湿

地保护规划，组织实施湿地生态修复、

生态补偿工作，监督管理湿地的开发利

用；会同有关部门做好自然与文化双重

遗产项目申报工作；承办生物多样性保

护相关工作，组织开展陆生野生动植物

资源调查和资源状况评估，监督管理陆

生野生动植物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工

作，组织开展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

测、防控工作；承担林木种子、草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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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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工作，组织种质资源普查收集、评价

利用和种质资源库建设，组织良种选育

审定、示范推广；监督管理林业和草原

生物种质资源、转基因生物安全、植物

新品种保护工作；指导良种基地、保护

性苗圃建设，监督管理林木种苗、草种

质量和生产经营行为，指导森林旅游工

作。

负责林业和草原综合行政执法监

督工作，负责重大执法决定合法性审

核，协调行政执法中的重大问题。

负责农村林业发展、维护林业

经营者合法权益，负责农村林地林木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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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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经营、流转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全县

经济林、花卉行业管理工作，负责林产

品质量监督工作。

拟订全县林业和草原发展规

划、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机关

和直属单位财务和国有资产管理，监

督管理中央和省、市、县级投资、部

门预算、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及相关项

目实施，负责林业和草原自然资源资

产管理工作；负责生态扶贫和相关生

态补偿制度的实施工作。

承担全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政策

研究工作，拟订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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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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承担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土地整

理复垦等工作。承担生态保护补偿相

关工作。负责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

作。

拟订全县基础测绘规划、计划，

贯彻执行地理信息安全保密政策。组

织实施县级基础测绘和地理信息资源

建设等重大项目。贯彻执行测绘行业

管理政策，监督管理测绘活动、质量。

负责地理信息成果管理，审核县级重

要地理信息数据。负责开展国家版图

意识宣传教育。承担地理信息公共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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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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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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划股

贯彻执行国土空间规划相关政

策，承担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工作。

组织编制全县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

专项规划并监督实施。承担报省政

府、市政府、县政府审批的国土空

间规划的审核、报批工作，组织起

草、审核涉及国土空间开发利用的

县内重大专项规划。开展国土空间

开发适宜性评价，建立国土空间规

划实施监测、评估和预警体系。负

责全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计划的制

定。负责全县各类国土空间规划的

公布工作。组织编制并实施主体功

1

贯彻执行国土空间规划相关政策，承担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工作。组织编制全县国土

空间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并监督实施。承担报省政府、市政府、县政府审批的国土空间

规划的审核、报批工作，组织起草、审核涉及国土空间开发利用的县内重大专项规划。

开展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建立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预警体系。负责全

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计划的制定。负责全县各类国土空间规划的公布工作。组织编制并

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

根据城乡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组织研究控规编制及动态维护；重要区域修建性详

细规划等规划编制任务。研究拟订有关规划实施和用地规划管理的政策和规章制度。根

据控规和上位规划科学划定房屋征收、城中村改造、土地收储以及征地的规划实施范围，

落实地块用地性质、容积率、高度等技术指标，合理安排地块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和县政

基础设施的规划要求，井提出实施建议。

负责县城景观风貌的研究工作；负责县城特色风貌相关规划的组织编制及技术标准

的制定工作；负责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规划管理工作；负责片区实施规划的组织



14

能区规划。

根据城乡建设和社会发展需

要，组织研究控规编制及动态维护；

重要区域修建性详细规划等规划编

制任务。研究拟订有关规划实施和

用地规划管理的政策和规章制度。

根据控规和上位规划科学划定房屋

征收、城中村改造、土地收储以及

征地的规划实施范围，落实地块用

地性质、容积率、高度等技术指标，

合理安排地块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和

县政基础设施的规划要求，井提出

实施建议。

负责县城景观风貌的研究工

编制与审查工作；负责组织重大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专家评审与技术审查工作。

负责综合交通、道路网、市政地下管网综合规划的编制工作；统筹、研究市政各专

项规划的空间布局；配合县城区内大型交通、市政基础设施的选址、选线及规划设计方

案研究、论证工作；负责城市规划红线、绿线的管理，城市地下营线管理系统的动态更

新工作。

建立健全全县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规范和技术标堆。负责全县土地年度利用计划

并组织实施。贯彻落实自然资源国土空间用途转用政策。承担报省政府、市政府、县政

府审批的各类土地用途转用的审核、报批工作。

2

贯彻落实耕地保护政策，组织实施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

负责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占用和补划的监督管理。承担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工作。承担土

地征收征用管理工作。负责耕地保护政策与其他自然资源保护政策的衔接。

3
管理全县地质勘查行业和地质工作，编制地质勘查规划并监督检查执行情况。管理

县级地质勘查项目，组织实施县级重大地质矿产勘查专项。承担地质灾害的预防治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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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负责县城特色风貌相关规划的

组织编制及技术标准的制定工作；

负责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规

划管理工作；负责片区实施规划的

组织编制与审查工作；负责组织重

大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专家评

审与技术审查工作。

负责综合交通、道路网、市政

地下管网综合规划的编制工作；统

筹、研究市政各专项规划的空间布

局；配合县城区内大型交通、市政

基础设施的选址、选线及规划设计

方案研究、论证工作；负责城市规

划红线、绿线的管理，城市地下营

作，监督地下水过量开采及引发的地面沉降等地质问题。贯彻落实矿业权管理政第，负

责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矿业极的审核工作。承担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优势矿产的

开采总量控制及相关管理工作。承担矿产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工作。承担矿产资源储量

统计和信息发布矿产地战略储备工作。组织建立矿产资源安全监测预警体系，协助做好

地质资料管理工作，监督管理古生物化石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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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管理系统的动态更新工作。

建立健全全县国土空间用途管

制制度规范和技术标堆。负责全县

土地年度利用计划并组织实施。贯

彻落实自然资源国土空间用途转用

政策。承担报省政府、市政府、县

政府审批的各类土地用途转用的审

核、报批工作。

贯彻落实耕地保护政策，组织

实施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和永久

基本农田特殊保护，负责永久基本

农田划定、占用和补划的监督管理。

承担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工作。承担

土地征收征用管理工作。负责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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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政策与其他自然资源保护政策

的衔接。

管理全县地质勘查行业和地质

工作，编制地质勘查规划并监督检

查执行情况。管理县级地质勘查项

目，组织实施县级重大地质矿产勘

查专项。承担地质灾害的预防治理

工作，监督地下水过量开采及引发

的地面沉降等地质问题。贯彻落实

矿业权管理政第，负责金属、非金

属矿产资源矿业极的审核工作。承

担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优势矿

产的开采总量控制及相关管理工

作。承担矿产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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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承担矿产资源储量统计和信

息发布矿产地战略储备工作。组织

建立矿产资源安全监测预警体系，

协助做好地质资料管理工作，监督

管理古生物化石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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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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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泽县自然资源和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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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道采砂管理 县水利局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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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泽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职责边界清单

序号
管理

事项
涉及部门 职责分工 相关依据 备 注

1 采砂管理

县水利局 对河道采砂影响防洪安全、河势稳定、堤防安全负责 《河北省河道采砂管理规定》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对保障河道内砂石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进行监督管理 《河北省河道采砂管理规定》

县交通运输局 对河道采砂影响通航安全负责 《河北省河道采砂管理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