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移民工作管理局权责清单
序
号

1

权力
分类

项目
名称

大中型水
利水电工
行政
程移民安
许可
置规划审
核

子项

实施依据

【法规】《大中型水
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
偿和移民安置条例》
（2006 年国务院令第 471
号公布）第十条：大中型
水利水电工程的移民安
置规划，按照审批权限经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移民管理机构或者
国务院移民管理机构审
核后，由项目法人或者项
目主管部门报项目审批
或者核准部门，与可行性
研究报告或者项目申请
报告一并审批或者核准。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1．【法律】《行政许可法》（1996 年主席令第 63 号公布，2009 年主席令第 18 号修改）第三十二条“行政机关
对申请人提出的行政许可申请，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一）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
即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二）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
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三）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四）申请材
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
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五）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
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受理行政许可申请。行政机关受理或者不予受理行政许可申请，
应当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2．【法律】《行政许可法》（1996 年主席令第 63 号公布，2009 年主席令第 18 号修改）第三十四条“行政机关
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
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行政机关应当指
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
3-1．【法律】《行政许可法》（1996 年主席令第 63 号公布，2009 年主席令第 18 号修改）第三十七条“行政机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 关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后，除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按照规定程序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理或不受理（不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3-2．【法律】《行政许可法》（1996 年主席令第 63 号公布，2009 年主席令第 18 号修改）第三十八条“申请人
2．审查责任：审查申请材料， 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组织现场检查和勘察。
3-3．【法律】《行政许可法》（1996 年主席令第 63 号公布，2009 年主席令第 18 号修改）第四十二条“除可以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 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
不予行政许可，法定告知（不予许可 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但是，法律、法规另有
的应当书面告知）。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依照本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行政许可采取统一办理或者联合办理、集中办理的，办理的时间不得超过四十五日；
发许可证书或批件，送达并信息公 四十五日内不能办结的，经本级人民政府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开。
4-1．【法律】《行政许可法》（1996 年主席令第 63 号公布，2009 年主席令第 18 号修改）第四十四条“行政机
5．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 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
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 检验、检测、检疫印章。”
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有关处置措
4-2.【法律】《行政许可法》（1996 年主席令第 63 号公布，2009 年主席令第 18 号修改）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
施。
出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6．其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
5-1．【规范性文件】水利部《关于印发〈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前期工作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水规
履行的责任。
计〔2010〕33 号）第十五条“由国务院及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项目以及工程建设
跨省区的项目，移民安置规划大纲由流域机构或者项目主管部门报送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由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
门与项目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联合审批，审批文件主送移民安置规划大纲报送单位，同时抄送国务院投
资主管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移民管理机构和投资主管部门；移民安置规划由流域机构或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随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项目申请报告一并报送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国务院水
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对移民安置规划进行审核，审核意见主送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同时抄送移民安置规划报送单位，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移民管理机构和项目法人单位。其余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项目法人或者项目主管部门
应当将移民安置规划大纲报项目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移民安置规划报项目所在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移民管理机构审核。”
5-2．【规范性文件】水利部《关于印发〈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前期工作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水规
计〔2010〕33 号）第七条“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规划大纲和移民安置规划工
作的管理和监督；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移民管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
置规划大纲和移民安置规划工作的管理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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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序
号

2

权力
分类

项目
名称

对项目法
人违法违
规调整或
行政 修 改 移 民
处罚 安 置 规 划
大纲、移
民安置规
划的处罚

子项

实施依据

【法规】《大中型水
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
偿和移民安置条例》
（2006 年国务院令第 471
号公布,2006 年 7 月 7 日
发布）第五十八条的行政
处罚权：违反本条例规
定，项目法人调整或者修
改移民安置规划大纲、移
民安置规划的，由批准该
规划大纲、规划的有关人
民政府或者其有关部门、
机构责令改正，处十万元
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1-1.【法律】《行政处罚法》（1996 年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公布，2009 年主席令第第十八号修改）第三十条“公民、
1.立案责任：对涉嫌违法行为的
信息来源进行审查、记录，属本部门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
受理的进行审核，决定是否立案调 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1-2.【规范性文件】水利部《关于印发〈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前期工作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水规
查。
2.调查取证责任：对立案的案 计〔2010〕33 号）第二十三条“对于违反本办法规定，在移民安置前期工作中弄虚作假，违反规定审批（审核）、违
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 反规定调整或修改移民安置规划大纲及移民安置规划的单位及责任人，以及违反规定批准（核准）移民安置规划未经
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回 审核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的单位及责任人，按照《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2-1.【法律】《行政处罚法》（1996 年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公布，2009 年主席令第第十八号修改）第三十六条“除
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
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 本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可以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外，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
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客观 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必要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进行检查。”
2-2.【法律】《行政处罚法》（1996 年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公布，2009 年主席令第第十八号修改）第三十七条“行
公正的进行取证，并做好记录。
3.审核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 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
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 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阻挠。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
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
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 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3. 【法律】《行政处罚法》（1996 年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公布，2009 年主席令第第十八号修改）第三十八条“调
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提出
查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决定：（一）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
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行政处罚决定前， 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二）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
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 行政处罚；（三）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四）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对情节
人，告知其违法事实和享有的陈述申 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法律】《行政处罚法》（1996 年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公布，2009 年主席令第第十八号修改）第六条“公民、法
辩、听证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
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 者提起行政诉讼。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行政机关违法给予行政处罚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提出赔偿要求。”
5.【法律】《行政处罚法》（1996 年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公布，2009 年主席令第第十八号修改）第三十九条“行政
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
机关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
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 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二）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和证据；（三）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四）
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五）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六）作出
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 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名称和作出决定的日期。行政处罚决定书必须盖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的印章。”
罚责任，监督当事人履行，当事人不
6.【法律】《行政处罚法》（1996 年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公布，2009 年主席令第第十八号修改）第四十条“行政处
履行的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构成犯罪 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
的移交司法机关。
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8．监督责任：对处罚决定执行
7.【法律】《行政处罚法》（1996 年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公布，2009 年主席令第第十八号修改）第四十四条“行政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以履行。”
9.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8.【法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2006 年国务院令第 471 号公布）第五条“省、
应履行的责任。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移民管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工作的管理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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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序
号

3

权力
分类

项目
名称

对在编制
移民安置
规 划 大
纲、移民
安 置 规
划、水库
移民后期
行政
扶 持 规
处罚
划，或进
行实物调
查、移民
安置监督
评估中弄
虚作假的
处罚

子项

实施依据

【法规】《大中型水
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
偿和移民安置条例》
（2006 年国务院令第 471
号公布）第五十九条违反
本条例规定，在编制移民
安置规划大纲、移民安置
规划、移民后期扶持规
划，或者在进行实物调
查、移民安置监督评估中
弄虛作假的，由批准该规
划大纲、规划的人民政府
或者移民管理部门责令
改正，对有关单位处十万
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1.立案责任：对涉嫌违法行为的
信息来源进行审查、记录，属本部门
1.【法律】《行政处罚法》（1996 年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公布，2009 年主席令第第十八号修改）第三十条 公民、
受理的进行审核，决定是否立案调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
查。
2.调查取证责任：对立案的案 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2-1.【法律】《行政处罚法》（1996 年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公布，2009 年主席令第第十八号修改）第三十六条“除
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
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回 本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可以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外，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
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 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必要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进行检查。”
2-2.【法律】《行政处罚法》（1996 年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公布，2009 年主席令第第十八号修改）第三十七条“行
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
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客观 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
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阻挠。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
公正的进行取证，并做好记录。
3.审核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 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
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 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
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3.【法律】《行政处罚法》（1996 年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公布，2009 年主席令第第十八号修改）第三十八条“调查
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 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决定：（一）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
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提出 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二）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
政处罚；（三）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四）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对情节复
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行政处罚决定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法律】《行政处罚法》（1996 年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公布，2009 年主席令第第十八号修改）第六条“公民、法
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
人，告知其违法事实和享有的陈述申 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
辩、听证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 者提起行政诉讼。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行政机关违法给予行政处罚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提出赔偿要求。”
5.【法律】《行政处罚法》（1996 年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公布，2009 年主席令第第十八号修改）第三十九条“行政
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 机关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
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 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二）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和证据；（三）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四）
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五）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六）作出
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 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名称和作出决定的日期。行政处罚决定书必须盖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的印章。”
6.【法律】《行政处罚法》（1996 年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公布，2009 年主席令第第十八号修改）第四十条“行政处
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
罚责任，监督当事人履行，当事人不 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履行的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构成犯罪
7.【法律】《行政处罚法》（1996 年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公布，2009 年主席令第第十八号修改）第四十四条“行政
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以履行。”
的移交司法机关。
8．监督责任：对处罚决定执行
8.【法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2006 年国务院令第 471 号公布）第五条 省、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移民管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工作的管理和监督。
9.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3

备注

序
号

4

权力
分类

项目
名称

对侵占、
截留、挪
用征地补
偿和移民
行政
安 置 资
处罚
金、水库
移民后期
扶持资金
的处罚

子项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1-1.【法律】《行政处罚法》（1996 年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公布，2009 年主席令第第十八号修改）第三十条“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
1.立案责任：对涉嫌违法行为的
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信息来源进行审查、记录，属本部门
1-2.【规范性文件】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
受理的进行审核，决定是否立案调
安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桂财农〔2015〕191 号）第二十八条“任何单位或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
查。
期改正，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 427 号）》有关规定处理、处罚、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
2.调查取证责任：对立案的案
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一）挪用、侵占、贪污水库移民补偿资金，以及因失职、渎职而给水库移民补偿资金
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
造成损失的；（二）用水库移民补偿资金进行担保、放贷、支付各种赞助、捐赠的；（三）未经批准，擅自改变已经
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回
批准的移民规划设计方案和实施计划，造成严重后果的；（四）伪造、编造、故意毁坏财务会计档案的；（五）滞留、
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
拖欠水库移民补偿资金，影响移民工作正常进行的；（六）其他违法违纪行为。”
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
2-1.【法律】《行政处罚法》（1996 年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公布，2009 年主席令第第十八号修改）第三十六条“除
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客观
本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可以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外，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
【法规】《大中型水 公正的进行取证，并做好记录。
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必要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进行检查。”
3.审核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
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
2-2.【法律】《行政处罚法》（1996 年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公布，2009 年主席令第第十八号修改）第三十七条“行
偿 和 移 民 安 置 条 例 》 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
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
（2006 年国务院令第 471 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阻挠。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
号公布）第六十条的行政 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
处罚权：违反本条例规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
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
定，侵占、截留、挪用征 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提出
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地补偿和移民安置资金、 处理意见。
3.【法律】《行政处罚法》（1996 年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公布，2009 年主席令第第十八号修改）第三十八条“调查
4.告知责任：行政处罚决定前，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
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决定：（一）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
的，责令退赔，并处侵占、 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
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二）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
截留、挪用资金额 3 倍以 人，告知其违法事实和享有的陈述申
政处罚；（三）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四）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对情节复
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 辩、听证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 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4.【法律】《行政处罚法》（1996 年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公布，2009 年主席令第第十八号修改）第六条“公民、法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
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
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有关 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
者提起行政诉讼。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行政机关违法给予行政处罚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提出赔偿要求。”
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5.【法律】《行政处罚法》（1996 年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公布，2009 年主席令第十八号修改）第三十九条“行政机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
关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
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二）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和证据；（三）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四）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
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五）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六）作出
罚责任，监督当事人履行，当事人不
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名称和作出决定的日期。行政处罚决定书必须盖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的印章。”
履行的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构成犯罪
6.【法律】《行政处罚法》（1996 年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公布，2009 年主席令第第十八号修改）第四十条“行政处
的移交司法机关。
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
8．监督责任：对处罚决定执行
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7.【法律】《行政处罚法》（1996 年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公布，2009 年主席令第第十八号修改）第四十四条“行政
9.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以履行。”
应履行的责任。
8.【法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2006 年国务院令第 471 号公布）第五条“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移民管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工作的管理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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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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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名称

对移民安
置和水库
行政
移民后期
检查
扶持的监
督检查

子项

实施依据

【法规】《大中型水
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
偿和移民安置条例》
（2006 年国务院令第 471
号公布）第四十七条规定
的行政检查权：国家对移
民安置和水库移民后期
扶持实行全过程监督。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和国务院移民管理
机构应当加强对移民安
置和水库移民后期扶持
的监督，发现问题应当及
时采取措施。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1.【法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2006 年国务院令第 471 号公布） 第四十九条
1．告知责任：制定检查方案，
确定目标、对象和方式，公告或通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下级人民政府及其财政、发展改革、移民等有关部门或者机构拨付、使用和管理征地
补偿和移民安置资金、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的监督。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移民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征地补
对检查单位（暗访不通知）。
2．检查责任：检查时，执法人 偿和移民安置资金、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的管理，定期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或者其移民管理机构报告并向项目法人通
员不得少于 2 人，应当持《检查通知 报有关资金拨付、使用和管理情况。”
2.【法律】《行政处罚法》（1996 年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公布，2009 年主席令第第十八号修改）第三十七条“行政
书》或相关证件进行检查，检查所抽
的资料及物件应当以满足检查需要 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
为准，不得要求抽查单位和个人超数 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阻挠。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
量提供；检查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当 取抽样取证的方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
有详细的检查记录，严禁弄虚作假。 当在七日内及时做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
3.【法律】《行政处罚法》（1996 年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公布，2009 年主席令第第十八号修改）第三十七条“行政
3．处理责任：检查单位对检查
资料及物件负有妥善保留的义务，不 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
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阻挠。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
得损害或遗失。
4．监管责任：切实强化大中型 取抽样取证的方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
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及后期扶持 当在七日内及时做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
4.【法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2006 年国务院令第 471 号公布）第四十七条
的监管。
5．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其 “国家对移民安置和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实行全过程监督。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移民管理机构应当加
强对移民安置和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的监督，发现问题应当及时采取措施。”
他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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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