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寨县权责清单梳理行政许可事项目录

单位名
称

事项编码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 法律条例 受理条件
问责依
据

五寨县财
政局

0001-A-13002-
140928

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账
业务审批

中介机构从事代
理记账业务审批

有机质的企业法人



五寨县财政局权责清单梳理其他权力事项目录

单位名
称

事项编码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 法律条例 受理条件
问责依
据

五寨县财
政局

1410-Z-13002-
140928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审批

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支出审批

编制报告,预算单位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表

五寨县财
政局

1410-Z-13005-
140928

事业单位所办企业国有
资产产权登记

事业单位所办企
业国有资产产权

登记
申请材料齐全，即可办理

五寨县财
政局

1410-Z-13001-
140928 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取

国有资本经营收
益收取

申报文件,企业国有资本收
益申报表,经审计的企业集

团合并财务报表、审计报
告,股东（大）会或董事会

决议



五寨县权责清单梳理行政处罚事项目录

单位名称 事项编码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 法律条例 受理条件 问责依据

县财政局
0800-B-01100-

140928

对企业和个人不缴或者
少缴财政收入行为的处

罚
无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国务院令第427号，国务院令第
588条修正）第十三条一—三款

 无

县财政局
0800-B-01400-

140928

对单位和个人违反财务
管理的规定，私存私放
财政资金或者其他公款

的行为的处罚

无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国务院令第427号，国务院令

588号修正）第十七条
 无

县财政局
0800-B-00600-

140928

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的
规定，擅自占有、使用
、处置国有资产的处罚

无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国务院令第427号，国务院令第

588号修正）第八条
无 

县财政局
0800-B-02700-

140928

对违反规定列支成本费
用、进行利润分配、处
理国有资源、清偿职工
债务，截留、隐瞒、侵
占企业收入的处罚

无

《企业财务通则》（2006年财政
部令第41号）第七十二条第一-五

款

 无



县财政局
0800-B-00900-

140928

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违反国家有关账户管
理规定，擅自在金融机
构开立、使用账户的处

罚

无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国务院令第427号，国务院令第

588号修正）第十一条
 无

县财政局
0800-B-02200-

140928

对中标供应商、非招标
采购的成交供应商在参
加政府采购活动中违法

行为的处罚

无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
管理办法》（2004年财政部令18
号）第七十五条一、二、三款

《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
办法》（2013年财政部令74号）

第五十四条一、二、三款
 

 无

县财政局
0800-B-03100-

140928

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
构未按照规定在指定媒
体上发布政府采购信
息，未按照规定组成谈
判小组、询价小组，在
询价采购过程中与供应
商进行协商谈判，未按
照规定的程序和要求确
定成交候选人，泄露评
审情况以及评审过程中
获悉的国家秘密、商业

秘密的处罚

无
《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
办法》（2013年财政部令74号）

第五十一条第一—五款
 无



县财政局
0800-B-01700-

140928

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
构及其工作人员在政府
采购中违法行为的处罚

无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第七十一、七十二、七十八条

 无

县财政局
0800-B-03000-

140928
对公司不按规定提取法

定公积金的处罚
无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国务院令第427号）第十六条第

五款

  无

县财政局
0802-B-00300-

140928

对隐瞒或者故意销毁依
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
、会计账簿、财务会计

报告的处罚

无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四

十四条第一、二款
 无

县财政局
0800-B-01900-

140928
对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
活动中违法行为的处罚

无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第七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
施条例》（国务院令第658号）第

七十二条——七十四条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
管理办法》（2004年财政部令18

号）第七十四条

 无

县财政局
0800-B-02100-

140928

对集中采购机构在政府
采购活动中违法行为的

处罚
无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
施条例》（国务院令第658号）第

一、二、三款

 无



县财政局
0802-B-00200-

140928

对伪造、变造会计凭证
、会计账簿，编制虚假
财务会计报告的处罚

无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四

十三条第一、二款
 无

县财政局
0800-B-00200-

140928

对财政收入执收单位及
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财
政收入上缴规定的行为

的处罚

无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国务院令第427号，国务院令第
588号修正）第四条一——六条

 无

县财政局
0800-B-00300-

140928

对财政部门、国库机构
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
有关上解、下拨财政资

金规定的处罚

无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国务院令第427号，国务院令第
588号修正）第五条一——六款

 无

县财政局
0800-B-01500-

140928

对企业随意改变会计要
素的确认和计量标准，
不按规定编制财务会计
报告，拒绝有关部门对
财务会计报告的监督检
查或不如实提供有关情
况，不按规定日期结账

的处罚

无
《企业财务报告条例》（国务院

令第287号）第三十九条
 无

县财政局
0800-B-02400-

140928

对政府采购信息指定发
布媒体违反政府采购信
息管理行为的处罚

无
《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管理办法》
（2004年财政部令第19号）第三

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无



县财政局
0800-B-01000-

140928

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以虚报、冒领等手段
骗取政府承贷或者担保
的处国政府贷款的；滞
留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
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
融组织贷款的；截留、
挪用政府承贷或者担保
的外因政府贷款、国际
金融组织贷款的；其他
违反规定使用、骗取政
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
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

织贷款的处罚

无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国务院令第427号，国务院令
588号修正）第十二条一-四款

 无

县财政局
0800-B-01200-

140928

对企业或个人以虚报、
冒领或者其他手段骗取
、滞留、截留、挪用及
其他违反规定使用资金
以及政府承贷或担保的
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
融组织贷款或者非法获

益的处罚

无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国务院令第427号，国务院令

588号修正）第十四条一——四款
 无

县财政局
0802-B-00100-

140928

对未按照国家统一会计
制度要求设置会计账簿
、填写会计凭证、保管
会计资料、变更会计处
理方法、建立有关会计
监督制度、任用会计人

员的处罚

无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四
十二条第一——第十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计法》
（2013年修订）第二百零一条。

 

 无



县财政局
0800-B-02500-

140928
对投诉人虚假、恶意投

诉的处罚
无

《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管理办法》
（2004年财政部令第19号）第三

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无

县财政局
0800-B-00400-

140928

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违反规定使用、骗取
财政资金的行为的处罚

无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国务院令第427号，国务院令第

588号修正）第五条一-五款
 无

县财政局
0800-B-02600-

140928

对以虚报、冒领或者其
他手段骗取赠款资金，
滞留、截留、挪用赠款
资金，擅自改变赠款资

金用途的处罚

无

《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赠
款管理办法》（2006年财政部令
第38号）第四十九条、第五十六

条

 无

县财政局
0800-B-02800-

140928

对企业和企业负有直接
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人员未按规定建立健全
内部财务管理制度的处

罚

无

《个业财务通则》（2006年财政
部令第41号）第七十三条、第七

十四条

 无



县财政局
0800-B-02300-

140928

对评标委员会成员或者
与评标活动有关的工作
人员在政府采购招标项
目评标活动中违法行为

的处罚

无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
施条例》（国务院令第658号）第

七十条、七十五条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
管理办法》（2004年财政部令18
号）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
管理办法》（2013年财政部令74

号）第五十五条

 无

县财政局
0802-B-00600-

140928
对任用会计人员不符合

回避规定的处罚
无

《山西省会计管理条例》第三十
一条

 无

县财政局
0802-B-00400-

140928

对授意、指使、强令会
计机构、会计人员及其
他人员伪造、变造会计
凭证、会计账簿，编制
虚假财务会计报告或者
隐匿、故意销毁依法应
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
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

的处罚

无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四

十四条第一、二款
 无



县财政局
0800-B-02900-

140928

对企业编制、对外提供
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
实的财务会计报告的处

罚

无
《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国

务院第287号）第四十条
 无

县财政局
0800-B-01800-

140928

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
构违反政府采购法规定
隐匿、销毁应当保存的
采购文件或者伪造、变
造采购文件的处罚

无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第七十六条
 无

县财政局
0800-B-00100-

140928

对财政收入执收单位及
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财
政收入管理规定的行为

的处罚

 无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国务院令第427号，国务院令第
588号修正）第三条一——六款

 无

县财政局
0802-B-00500-

140928
对未经批准擅自从事会
计代理记账的处罚

无
《山西会计管理条例》第三十二

条
 无

县财政局
0800-B-03200-

140928

对采购代理机构在代理
政府采购业务中有违法

行为的处罚
无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第七十八条

无 



县财政局
0800-B-03300-

140928

对贷款项目未进行独立
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
、建立、健全内部财务
会计制度，未按照赠款
法律文件要求，制定项
目实施计划、组织项目
实施、办理竣工决算、
编制报送完工报告，未
向财政部门及赠款方报
送项目实施情况报告和

审计报告的处罚

无

《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赠
款管理办法》（2006年财政部令
第39号）第三十四条、第五十条

、第五十三条

 无

县财政局
0800-B-00700-

140928

对单位和个人违反国家
有关投资建设项目规定

的行为的处罚
无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国务院令第427号，国务院令第
588号修正）第九条一——五款

 无

县财政局
0800-B-01600-

140928
对违反罚款、没收财物

管理规定的处罚
无

《山西省罚款、没收财物管理办
法》（1991年山西省人民政府令
第24号）第十六条一——四款

 无

县财政局
0800-B-00800-

140928

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担保法》及国家有关
规定，擅自提供担保的

处罚

无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国务院令第427号，国务院令第

588号修正）第十条
 无



县财政局
0800-B-00500-

140928

对财政预决算的编制部
门和预算执行部门及其
工作人员违反国家有关
预算管理规定的行为的

处罚

无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国务院令第427号，国务院令第
588号修正）第七条一——七款

 无

县财政局
0800-B-02000-

140928

对集中采购机构在政府
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考核
中，虚报业绩，隐瞒真

实情况的处罚

无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第八十二条
 无

县财政局
0800-B-01300-

140928

对单位和个人违反财政
（收入）票据管理规定

的行为的处罚
无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国务院令第427号，国务院令

588修正）第十六条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