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邦財亦 〔2016〕 99号

邦州市財政局

美子印友通道法定途径分癸解決信坊投訴

清求清単的通知

机美各炎室、局属各_in位 :

根据 《信労条例》和 《美子推逃市、芸取能部日週辻法定途径

分炎解決信労投訴清求工作的逍知》(邦信咲亦 〔2016〕 16号 )的

有美規定,対照河南省財政斤 《分美丈理信労投訴清求的主要法定

`  途径及相美法律依据清単曰永》,径対信労人向我局反映的同題利

=  解決途径逃行分美杭理,提出以下清単:

一、申派求決美投派清求

申訴求決,足指公民、法人或其他俎鉄依据法律法規或俎鉄章

程規定,向 国家机美、政党、社会囲体、企事立単位申訴,要求重

新倣出た理或解決矛盾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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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政‐it可

1.具体投訴清求 :

(1)中 外合作盗菅企立外国投資者提前回牧投資常オ}ヒ 。

(2)会汁姉事券所浚立常批。

(3)資声坪借机杓没立常批。

(4)境外会汁りT事弁所来我省|に 叶亦理常汁立券常批。

2.法定途径:申清行政隻洪、提起行政訴淡

3.主要IEX策法律依据:《 中学人民共和国行政夏洪法》、《中学

人民共和国行政訴淡法》、《中学人民共和国行政汗可法》、《中学人  ア

民共利国中外合作埜菅企立法》、《中学人民共和国注冊会汁りT法》、  こ

《会汁りT事券所常オ♭ヒ和監督哲行亦法》、《国有姿声汗借管理亦法》、

《姿声汗借机杓常批和監督管理亦法》等。

(二 )行政碗決

1.具体投訴清求:

(1)碗 汰中林、成交元妓。

(2)公升招林以外的釆殉方式的オ}ヒ准。

(3)政府投資項目浚工財券決算的常批。

2.法定途径:申清行政隻洪、提起行政折淡。

3.主要政策法律依据:《 中学人民共和国IEX府釆賄法》、《政府  ‐

釆賄貨物和服券招林投林管理亦法》、《邦州市IEA府投資項目管理条

例》、《中学人民共和国行政隻洪法》、《中学人民共和国行政訴公法》

等。

(二 )行政走調

1.具体投訴清求:

(1)釆賄人利釆賄代理机杓皮当釆用公牙招林方式面檀自釆

-2-



用其他方式釆殉的人蜀。

(2)釆賄人
～
釆殉代理机杓檀自提高采殉林准的丈蜀。

(3)釆殉人利釆殉代理机杓在招林釆賄逍程中々投林人逃行

llT商淡芽1的 人蜀。

(4)釆殉人和釆賄代理机杓中林、成交壇知ギ友出后不有中

林、成交供庄商答汀釆殉合同的人調。

(5)釆賄人
～

釆殉代理机杓在釆賄辻程中接受賄賂或者荻取

其他不正当不1益的人蜀。

(6)釆殉人和釆殉代理机杓招林釆賄単位及其工作人員升林

、 前泄露林底的人蜀。

(7)釆賄人和釆賄代理机杓逹反有美規定聰匿、硝毀皮当保

存的釆殉文件或者佛造、交造釆脚文件的人欄。

(8)供皮商提供虚仮材料渫取中林、成交的人蜀。

(9)中林供鹿商拒免履行合同又外的人理。

(lo)汗林委員会成長或汗林活功逍反有美規定的人蜀。

(H)対虚仮悪意投訴的人理。

(12)不境保が寺項資金使用者不接照批准的用途使用不境保

ゲ寺項資金的丈蜀。

(13)不依法浚畳会汁帷簿的人調。

(14)被監督的単位阻悦、拒筵財IEX監督栓査或者不安口共提供

有美資料、実物的丈男。

(15)財政監督栓査対象対監督人員逃行打書扱隻的人調。

(16)単位和企人逹反財券管理的規定的人蜀。

(17)単位和企人逹反票据管理的規定的人蜀。

(18)企立和企人共他辻反規定使用、瑞取財政資金以及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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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貸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貸款、国昧金融俎鉄貸款的人蜀。

(19)企立和企人其他不数或者少数財IEA牧人的人調。

(20)単位和企人聰喘、裁留鹿当上敷的財IEA牧入丈罰。

(21)単位或企人辻反会汁規定等辻法行力的人罰。

(22)随意改交会汁要素的碗大和汁量林准的人蜀。

(23)対裁留、椰用国家建浚資金,以虚扱、冒頷、美咲交易

等手段瑞取国家建浚資金,辻反規定超概算投資,虚 all投資完成額

以及其他辻反国家投資建浚項目有美規定行力的人蜀。

(24)財政萩決算的編+1部 日和預算仇行部11及其工作人員其  ・

他逹反国家有美預算管理規定的行力炎蜀。            ・

(25)在縮制年度財券会汁扱告前,未接照規定仝面清査姿声、

核実債券的人蜀。

(26)辻反規定丈理国有資源的人蜀。

(27)未按規定建立健仝各項内部財券管理制度的人蜀。

(28)対企立縮tll、 対外提供虚仮的或者聰購重要事実的財券

会汁扱告的炎蜀。

(29)対辻反規定夕1支成本費用、辻行不1潤分配、炎理国有姿

源、清僕取工債券,裁 留、隠喘、侵占企立牧人的人男。

(30)対辻反財政票据管理規定行力的人男。

(31)対項目申扱単位瑞取友並朱合升友財IEX寺項資金的人

蜀。

(32)対 以虚扱、冒頷、或者其化手段瑞取、滞留、裁留、初

`用及其他逹反規定使用資金以及政府承貸或担保的外国政府貸款、

国際金融俎鉄貸款或者♯法荻益的丈蜀。

(33)対 以虚扱、冒飯或者其他手段瑞取贈款資金,滞 留、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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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椰用贈款資金,檀 白改交贈款資金用途的人調。

(34)対持IIE人員以欺瑞、賄賂、舞弊等不正当手段取得会汁

八立姿格的人理。

(35)対任用会十人員不符今回逹規定的人蜀。

(36)対未埜オ}ヒ准檀白八事会汁代理泥敗的人罰。

(37)対企立わ企立久有宣接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人員未接

規定建立健仝内部財券管理tll度 的人蜀。

(38)対政府釆殉信 `息 指定友布媒体辻反政府釆殉信息管理行

力的丈蜀。

(39)対投訴人虚仮、意意投訴的人蜀。

(40)対集中釆賄机杓在政府釆殉活功中逍法行力的人蜀。

2.法定途径:申清行IEX夏洪、提起行政訴松

3.主要IEA策 法律依据:《 中学人民共和国行IEA隻洪法》、《中学

人民共和国行IEX訴松法》、《中学人民共和国行政丈蜀法》、《中学人

民共和国預算法》、《中学人民共和国会汁法》、《中学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学人民共和国注般会汁りT法》、《中学人民共和国企立国

有姿声法》、《中学人民共和国政府釆殉法》、《中学人民共和国IEA府

釆殉法実施条例》、《IEX府釆殉供泣商投訴炎理亦法》、《政府釆殉貨

物和服券招林投林管理亦法》、《IEX府釆賄信息公告管理亦法》、《国

膵金融俎鉄和外国IEX府貸贈款管理亦法》、《会十八立姿格管理亦

法》、《会汁師事券所常批和監督暫行亦法》、《寺立技本人員姿格考

拭逹妃逹規行力炎理規定》、《金融美企立国有姿声汗借監督管理哲

行亦法》、《金融企立国有姿声輪■管理亦法》、《企立財券会汁報告

条例》、《財IEA票据管理亦法》、《企並財券邁ス1》 等。

(四 )行政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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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体投訴清求:カロ炎蜀款

2.法定途径:申清行政隻洪、提起行政訴公

3.主要IEA策 法律依据:《 中学人民共和国行政夏洪法》、《中学

人民共和国行IEX訴漆法》

(工 )典他行政管理行カ

1.具体投訴清求:

(1)釆賄代理机杓在代理IEA府釆賄立弁中有逹法行力的人理。

(2)中 林供庄商格中林項目装速分化人,或者在投林文件中

未現明,ユ未埜釆賄招林机杓同意,格 中林項目分包容他人的人理。

(3)対虚仮悪意投訴的人理。

(4)成交供泣商未接照釆殉文件碗定的事項答資IEA府釆賄合

同,或者与釆殉人男行汀立背高合同実廣性内容的lll洪 的人理。

(5)成交供鹿商成交后元正当理由不与釆賄人答資金同的人

理。

(6)淡非1小俎和洵介小俎成長泄露坪常情況以及汗常辻程中

荻悉的国家秘密、商立秘密的人理。

(7)財政管理方面具体行IEX行力的行IEA隻洪。

2.法定途径:申清行政隻洪、提起行政訴淡

3.主要IEX策法律依据:《 中学人民共和国行政夏洪法》、《中学

人民共和国行IEX訴松法》、《中学人民共和国企立国有姿声法》、《中

学人民共和国政府釆賄法》、《中学人民共和国政府釆殉法実施条

例》、《国券院美千拭行国有資本笙菅預算的通知》、《会汁りT事券所

常批和監督哲行亦法》、《金融美企立国有姿声汗借監督管理暫行亦

法》、《金融企立国有姿庁特■管理亦法》、《IEA府釆胸供鹿商投訴炎

理亦法》、《事立単位国有資声管理暫行亦法》、《事並単位及事立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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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所亦企立国有姿声声枚登泥管理亦法》等。

二、掲友控告癸投派清求

掲友控告,足指向行政机美、

他俎須ミ法逹妃事実或提供銭索,

力。

(一 )栓拳た牛逹法逹規行力,妥ネ財政部「1作 由行政走調行

1.投訴的辻法行力:参加第一部分第二項所rl1 40炎 行カ

2.法定途径:行政丈凋挙報

3.主要政策法律依据:《 中学人民共和国行IEX隻洪法》、《中学

人民共和国行IEX訴淡法》、《中学人民共和国行IEX丈蜀法》、《中学人

民共和国預算法》、《中学人民共和国会汁法》、《中学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学人民共和国注肝会汁りT法》、《中学人民共和国企立国

有姿声法》、《中学人民共和国IEX府釆殉法》、《中学人民共和国IEA府

釆殉法実施条例》、《政府釆賄供庄商投訴丈理亦法》、《IEA府釆賄貨

物
～
服券招林投林管理亦法》、《政府釆殉信息公告管理亦法》、《国

隊金融俎須和外国政府貸贈款管理亦法》、《会十成立姿格管理亦

法》、《会汁りT事券所常llL和監督暫行亦法》、《寺立技本人員資格考

拭逹究逍規行力炎理規定》、《金融企立国有資声特■管理亦法》、

《企立財券会汁扱告条例》、《財政票据管理亦法》、《企立財券ミス1》

等。

(二 )栓拳財政部「¬及其工作人員逹皮行政免律的行カ

1.具体投訴清求:

財IEX部 11及其工作人員迪反取立道徳,不履行法定取責、濫用

取枚、玩忽取守、狗私舞弊等逍反 《中学人民共和国行政監察法》

司法机美等反映公民、法人或其

要求依法制上、冬炎或賠僕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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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行IEX机美公券員人分条例》的行力。

2.法定途径:行政監察挙扱

3.主要政策法規依据:《 中学人民共和国行政監察法》和 《行

IEX机美公券員人分条例》。

(二 )栓拳財政部「1党 員千部逹規逹免同題

1.具体投訴清求:

反映党員千部辻反党的政治究律、財変妃律、俎須究律、廉政

究律、保密妃律,侵犯党員、公民枚不1,失取漢取行力等。

2.法定途径:究律栓査挙扱                い

3.主要IEA策法規依据:《 中国共声党究律人分条め 、《中国共  ・

声党究律栓査机美控告申訴工作条例》、《党IEX頷 早千部逃抜任用エ

作条例》等。

三、信息公牙癸投派清求

IEX府信
`息
公升,足指行政机美鹿公民、法人或其他俎家的申清 ,

依法公升由其在履取辻程中+1定或者荻取的,以 一定形式泥永、保

存的信′き。

(一 )政府信′∈依申清/AN升

除財政部日主功公升的政府信′意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

会俎鉄迩可以根据自身生声、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財IEA部 11

申清荻取在履行取責的辻程中制作或者荻取的,以 一定形式泥永保

存的信息。但不包括盗洵、建洪、投訴挙扱、皮疑和反映同題等不

属千 《IEX府信息公升条例》調整疱El的事項。

(二 )法定途後

1。 汰力行政机美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升又券的,根据 《IEX

府信′息公升条例》第 33条第 1款規定,可 以向上須行IEA机美、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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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机美或者IEX府信息公升工作主管部日挙扱。

2.汰力行IEA机美在IEA府信息公升工作中的具体行IEA行力侵犯

其合法杖益的,根据 《IEA府信息公升条例》第 33条第 2款規定 ,

可以依法申清行政夏洪或者行IEA訴松。

(二 )主要政策法規依据

《中学人民共利国行政監察法》、《中学人民共和国行政隻洪

法》、《中学人民共和国行政訴松法》、《中学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升条例》、《国券院亦公斤美子倣好政府信息依申清公升工作的意

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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