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泽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职责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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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负责机关文电、会务、机要、保密、

档案、信访、政务公开、后勤保障

等工作，承办人大代表建议、政协

委员提案答复工作。负责机关新闻

宣传、信息发布及政务信息化建设

工作。

1 负责机关日常工作的协调和督查。

2 负责机关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工作

3
负责局党组会等相关会议的协调组织和服务

保障工作。

4 负责机关文电、机要、保密、档案等工作。

5 负责局党组、单位印章管理、使用工作。

6 负责机关财务及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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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文化股

主要职责：指导、管理全县文

艺事业。指导艺术创作生产，推动

全县各门类艺术、各艺术品种发

展。指导全县电视剧行业发展和电

视剧创作生产。

具体职责：拟订全县音乐、舞

蹈、戏曲、戏剧、美术等文艺事业

发展规划和扶持政策并组织实施。

扶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

有导向性代表性示范性的文艺作

1
拟订全县音乐、舞蹈、戏曲、戏剧、美术等

文艺事业发展规划和扶持政策并组织实施。

2

扶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导向性

代表性示范性的文艺作品和代表县级水准及

石家庄特色的文艺院团。

3

推动全县各门类艺术、各艺术品种发展，指

导、协调全县性艺术展演、展览以及重大文

艺活动。

4
配合上级广电主管部门，参与组织我县电视

剧选题规划及精品创作，督导相关业务工作。



品和代表县级水准及石家庄特色

的文艺院团。推动全县各门类艺

术、各艺术品种发展。指导、协调

全县性艺术展演、展览以及重大文

艺活动。承担电视剧制作的指导、

监管工作，鼓励、引导、扶持石家

庄电视剧精品生产。负责全县群众

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未成年人文

化和老年文化组织实施工作;指导

全县图书馆、文化馆事业和基层综

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及县级文

化公园建设。负责全县公共数字文

化和古籍保护工作。

5
负责指导全县图书馆、文化馆事业和基层综

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

6
负责指导全县公共数字文化和古籍保护工

作。

7 负责执行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标准。



3 体育股

研究制定全县社会体育事业

发展规划和群众性体育活动计划

并组织实施，推进全民健身计划，

指导各部门、各行业、各社会团体

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拟订青少年

体育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制定青

少年业余训练管理制度，指导青少

年体育组织建设；负责公共体育设

施建设，规范公共体育设施的管理

和使用；培育发展体育市场并依法

实施监管；组织协调各类体育赛事

和指导全县体育社团工作。

1

研究制定全县社会体育事业发展规划和

群众性体育活动计划并组织实施，推进全民

健身计划

2
指导各部门、各行业、各社会团体开展

群众性体育活动

3 拟订青少年体育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4
负责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规范公共体育设

施的管理和使用

5
组织协调各类体育赛事和指导全市体育社

团工作

4 执法队 指导全县文化市场、广播电视 1 负责拟定全县文化市场信用体系建设规划并



发展，对文化市场、广播电视经营

进行行业监管，推进文化市场、广

播电视行业信用体系建设，依法规

范文化、广播电视市场。

负责全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

法工作，依法开展日常巡查、查办

案件等执法工作，统一行使文化市

场行政执法职责。

承担全县文化市场、广播电视

行业安全综合协调和监督管理工

作，负责全县文化市场、广播电视

行业突发应急事件的处理工作。

组织实施；负责实施全县文化市场行业信用

监管，协调推进信用联合惩戒。

2 负责对营业性演出实施监督管理。

3
负责对娱乐场所经营单位的监督管理；负责

娱乐场所提供的文化产品的内容监管。

4 负责文化市场扫黑除恶相关工作。

5 负责“两法衔接”相关工作。

6 履行县禁毒委员会成员单位相关工作任务。

7
负责县“扫黄打非”领导小组办公室交办的

工作任务。

8
负责大气污染治理、推进塑料污染治理等相

关工作

9 负责文化市场疫情防控相关工作



10

负责全县文化娱乐、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

所、营业性演出、互联网文化产品等行政执

法工作。

11

负责全县图书、报纸、期刊、内部资料性出

版物、心想制品、电子出版物、著作权、计

算机软件和印刷、复制、出版物发行等出版、

版权市场领域的行政执法工作。

12

负责全县食品点播、广播电视广告播出、公

共视听载体、电影放映单位、卫星电视广播

地面接收设施安装使用、传送境外卫星电视

节目、擅自从事电影摄制、发行、放映活动、

设立广播电视（站）、有线广播电视节目传

输覆盖网及广播电视节目（电视剧）制作经



营机构、放映未取得《电影片公映许可证》

的电影片和走私放映盗版影片等广播电视、

电影市场领域的行政执法工作。

13

指导文化市场贯彻执行安全和应急管理的有

关法律法规，提高安全经营和突发事件应对

能力。

14

组织协调文化市场安全生产检查督查、明察

暗访工作。协调配合应急、消防、公安、市

场监管等职能部门对文化市场进行安全综合

监管。



深泽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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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乐场所管理 县文旅局
县公安局、县生态环境局、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

2 出版印刷业监督管理 县文旅局 县公安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3 营业性演出经纪机构监督管理 县文旅局
县公安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县消防大队

4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监督管理 县文旅局 县公安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5
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历

史建筑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
县文旅局 县住建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深泽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职责边界清单

序号 管理事项 涉及部门 职责分工 相关依据 备注

1 娱乐场所管理

县文旅局
负责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监管、依法查

处擅自从事娱乐场所的经营行为

《娱乐场所管理

条例》

县公安局
指导对娱乐场所实施治安管理和消防

监督管理

县生态环境局
负责对娱乐场所经营单位的环境噪声

监测

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

负责对娱乐场所经营单位登记注册和

营业执照的管理

2 出版印刷业监督管 县文旅局 负责印刷、复制、出版、发行等行业 《出版管理条例》



理 的监督管理，并组织查处相关违法违

规行为。

《印刷业管理条

例》

《出版物市场管

理规定》

《关于加强治理

销售盗版及非法

出版物游商地摊

和无证照经营行

为的通知》

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

开展对印刷业的工商管理，查处违反

工商管理的违法经营活动，开展无证

无照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

县公安局

开展印刷业治安管理，查处违反治安

管理的违法经营活动，依法受理构成

犯罪的案件

3
营业性演出经纪机

构监督管理

县文旅局 负责营业性演出监督管理工作。

《营业性演出管

理条例》

县公安局 指导营业性演出活动安全管理

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

负责对营业性演出经营单位登记注册

和营业执照的管理。



县消防大队
负责对营业性演出经营单位消防安全

设施检查与管理。

4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

业场所监督管理

县文旅局
负责对依法设立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

业场所经营单位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

《互联网上网服

务营

业场所管理条例》

县公安局

监督、检查、指导互联网上网服务营

业场所经营单位的信息网络安全、治

安及消防安全的监督管理。

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

监督、检查、指导互联网上网服务营

业场所经营单位登记注册和营业执照

的管理，依法查处无照经营活动。

5

历史文化名城、历

史文化街区、历史

建筑保护和监督管

县文旅局

协同住建、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部门，

负责历史文化名城（镇、村）、历史

建筑、传统村落、工业遗产保护和监

1、《关于印发<

在城乡建设中加

强历史文化保护



理工作 督管理工作。 传承的意见>的通

知（厅字{2021}36

号）》

2、《历史文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