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业单位政事权限清单（潍坊市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事项
类别

政事权限
关系

事项名称 主要内容 实施依据

党建
工作

主管部门举办
监督职责

1.支部委员会设置审批；
2.预备党员批复备案；
3.核准党费。

1.审核批复支部委员会选举请示、选举结果
并备案；
2.审核预备党员备案报告；
3.查验党费上缴情况并上缴市直机关工委。

1.《中国共产党章程》；
2.《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3.《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中办发
〔2014〕33 号）；
4.《关于印发<潍坊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实
施办法（试行）》（潍组通字〔2020〕11 号）。

事业单位自主
管理职责

1.选举支部委员会委员；
2.发展党员；
3.收取党费。

1.拟定支部委员会委员选举办法并组织实
施；
2.按照发展党员流程确定发展对象、确定预
备党员并上报；
3.按党费收缴管理规定收取并上缴机关党
委。

1.《中国共产党章程》；
2.《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3.《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中办发
〔2014〕33 号）；
4.《关于印发<潍坊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实
施办法（试行）》（潍组通字〔2020〕11 号）。

相关部门综合
管理职责

1.支部委员备案管理；
2.确定发展对象名额；
3.党费管理。

1.组织部门审核批复支部委员备案报告并做
好支部委员的日常监督；
2.市直机关工委负责审核发展对象材料，并
给出发展意见；
3.市直机关工委负责核准并管理党费。

1.《中国共产党章程》；
2.《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3.《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中办发
〔2014〕33 号）；
4.《关于印发<潍坊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实
施办法（试行）》（潍组通字〔2020〕11 号）。



事项
类别

政事权限
关系

事项名称 主要内容 实施依据

干部
人事

主管部门举办
监督职责

1.任命事业单位领导班子成员；
2.领导班子年度考核、员工年度考
核结果备案；
3.在册人员增减审批;
4.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方案审核备
案；
5.审批年度招聘计划、方案、录用
人员。

1.按干部管理权限任命事业单位领导班子成
员；
2.负责事业单位领导干部考核，提出考核意见
并对考核结果及员工年度考核结果备案；研究
推荐后备干部；
3.负责在册人员增减审核批复;
4.负责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方案审核批复并备
案；
5.负责审核人工影响天气中心年度招聘计划、
方案、拟录用人员。

1.《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
2.《关于印发山东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办法
的通知》（鲁人社发〔2017〕45 号）；
3.《《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52
号）；
4.《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人社部发〔2019〕
40 号）；
5.《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人事部
令第 6 号）。

事业单位自主
管理职责

1.员工年度考核；
2.在册人员增减管理;
3.专业技术职务评聘；
4.员工招聘。

1.拟定员工年度考核方案并组织实施；
2.负责在册人员增减手续办理;
3.拟定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方案并组织实施；
4.拟定年度招聘计划并组织实施。

1.《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52 号）；
2.《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人社部发〔2019〕
40 号）；
3.《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人事部令
第 6 号）。

干部
人事

相关部门综合
管理职责

1.领导班子职数、编制人员总数批
复备案；
2.在册人员增减监管；
3.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方案批复备
案；
4.发布录用通知文件。

1.机构编制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负责审核批复
领导班子职数、编制人员总数；负责核准市人
工影响天气中心管理岗位；
2.机构编制部门及人社部门审核批复在册人员
增减手续并备案；
3.人社部门备案干部职工年度考核结果；批复
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方案并对拟聘任人员备案；
4.核准拟录用人员名单，发布录用文件。

1.《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52 号）；
2.《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人社部发〔2019〕
40 号）；
3.《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人事部令
第 6 号）。



事项
类别

政事权限
关系

事项名称 主要内容 实施依据

收入
分配

主管部门举办
监督职责

1.员工收入分配方案审核备案；
2.年度薪酬总额、主要负责人年薪
审批。

1.事业单位员工薪酬分配方案、绩效考核内部
分配方案审核并备案；
2.审核批复事业单位年度薪酬总额。

1.《关于印发<进一步完善市属事业单位绩效工资
管理办法>的通知》》(潍人社发〔2019〕20 号)。

收入
分配

事业单位自主
管理职责

1.拟定员工收入分配方案；
2.核算年度绩效工资总额。

1.拟定本单位员工薪酬分配方案、绩效工资内
部分配并实施；
2.拟定本单位年度绩效工资总额。

1.《关于印发<进一步完善市属事业单位绩效工资
管理办法>的通知》》(潍人社发〔2019〕20 号)。

收入
分配

相关部门综合
管理职责

员工薪酬分配方案备案。
人社及财政部门对事业单位薪酬分配方案备
案。

1.《关于印发<进一步完善市属事业单位绩效工资
管理办法>的通知》》(潍人社发〔2019〕20 号)。

财务
资产

主管部门举办
监督职责

1.国有资产的监管和指导；
2.核发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

1.负责组织实施国有资产管理的规章制度；
2.按照规定权限审核或审批国有资产配置、使
用、处置等事项；
3.督促国有资产收益按规定缴纳；
4.组织国有资产清查登记、统计报告、绩效考
核和信息系统使用的基础工作；
5.接受财政部门的指导、监督，向同级财政部
门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1.《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
产管理的指导意见》（财资〔2015〕90 号）；
2.《潍坊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潍财资〔2015〕35 号）；
3.《潍坊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
办法》（潍财资〔2015〕36 号）；
4.《关于进一步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
与预算管理相结合的意见》（潍财资〔2017〕34 号）；
5.《潍坊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租赁及转
让管理暂行办法》（潍财资〔2017〕26 号）；
6.《关于调整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及
国有资产租赁事项审批权限的通知》（潍财资
〔2019〕71 号）。



事项
类别

政事权限
关系

事项名称 主要内容 实施依据

事业单位自主
管理职责

国有资产的具体管理并组织实施。

1.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制度；
2.负责国有资产的购置、使用、处置等管理；
3.负责国有资产产权界定；产权纠纷调查、产
权登记、资产统计报告、资产清查、资产审计
等管理工作。

1.《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
产管理的指导意见》（财资〔2015〕90 号）；
2.《潍坊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潍财资〔2015〕35 号）；
3.《潍坊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
办法》（潍财资〔2015〕36 号）；
4.《关于进一步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
与预算管理相结合的意见》（潍财资〔2017〕34 号）；
5.《潍坊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租赁及转
让管理暂行办法》（潍财资〔2017〕26 号）；
6.《关于调整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及
国有资产租赁事项审批权限的通知》（潍财资
〔2019〕71 号）。

相关部门综合
管理职责

审批固定资产购置、处置方案。 财政部门审核批复固定资产购置、处置方案。

1.《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
产管理的指导意见》（财资〔2015〕90 号）；
2.《潍坊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潍财资〔2015〕35 号）；
3.《潍坊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
办法》（潍财资〔2015〕36 号）；
4.《关于进一步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
与预算管理相结合的意见》（潍财资〔2017〕34 号）；
5.《潍坊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租赁及转
让管理暂行办法》（潍财资〔2017〕26 号）；
6.《关于调整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及
国有资产租赁事项审批权限的通知》（潍财资
〔2019〕71 号）。



事项
类别

政事权限
关系

事项名称 主要内容 实施依据

业务
运行

主管部门举办
监督职责

领导和协调人工影响天气工作。

1.加强对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领导，并根据
实际情况，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人工影响天
气工作；
2.制定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方案，并在本级人民
政府的领导和协调下，管理、 指导和组织实施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3.组织对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使用的高射
炮、火箭发射装置进行年检；年检不合格的立
即进行检修；经检修仍达不到规定的技术标准
和要求的，予以报废。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
2.《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人工影响天气工作高
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20〕47 号。

业务
运行

事业单位自主
管理职责

管理、指导和组织实施人工影响天
气作业。

1.管理、指导和组织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2.制定人工影响天气工作计划并报上级主管部
门批准；
3.开展人工影响天气科学技术研究，推广使用
先进技术；
4.对从事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人员进行岗前培
训，并报送有关部门进行备案；
5.发布作业公告；
6.向有关飞行管制部门申请空域和作业时限，
严格按照批复组织实施作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
2.《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人工影响天气工作高
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20〕47 号。



事项
类别

政事权限
关系

事项名称 主要内容 实施依据

业务
运行

相关部门综合
管理职责

做好人工影响天气保障工作。

1.提供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所需的灾情、水
文、火情等资料；
2.协助存储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使用的炮
弹、火箭弹；依照国家有关武器装备、爆炸物
品管理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炮弹、火箭弹
转运手续；
3.根据人工影响天气工作计划做好空域保障工
作；
4.对从事人工影响天气工作人员进行备案。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
2.《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人工影响天气工作高
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20〕47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