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冀政办(2013J24 号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河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

《河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已经省政府批准，现予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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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设立河北省新闻出

版广电局，加挂省版权局牌子，为省政府直属机构。

一、职能转变

(一)取消的职责。

1.取消一般题材电影剧本审查，实行梗概公示。

2. 取消管理广播剧的职责。

3. 取消设立出版物全国连锁经营单位审核。

4. 取消期刊出版增刊审批。

5. 取消电子出版物制作单位接受境外委托制作电子出版物

审批。

6. 取消被查缴非法光盘生产线处理审批。

7. 取消广播电视新同采编人员资格认定。

8. 取消中小学教科书出版、印刷、发行单位的确定。

9. 取消电子出版物发行单位设立审批。

10. 取消音像制品批发单位设立审批。

11.取消音像制品批发单位变更名称、业务范围或者兼并、

合并、分立审批。



12. 取消设立外商技资图书、报纸、期刊分销企业的审核。

13 . 取消批发和省内连锁经营单位变更登记备案。

14. 取消进口用于出版的音像制品著作权事项登记。

15. 取消批发及省内连锁经营单位的仓储地址、面积、管理

人员情况及变更各案。

16. 取消参加中小学教材招投标企业资质确定。

17. 取消广播电视编辑记者注册。

18. 取消已由省政府公布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

(二〉承接的职责。

1.音像复制单位、电子出版物复制单位设立审批职责。

2. 音像复制单位、电子出版物复制单位变更业务范围或兼

并、合并、分立审批职责。

3. 地方对等交流互办单一国家电影展映活动审批职责。

4. 国外人员参与制作的国产电视剧审查职责。

5. 设区市、县级广播电台、电视台变更台标审批职责。

6. 设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审批职责。

7. 只读类光盘设备投产验收工作职责。

8. 电影制片单位以外的单位独立从事电影摄制业务审批。

9. 小功率的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订购证明核发。

10. 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审批。

(三)下放的职责。

1.将设立从事包装装潢印刷品和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



的企业审批职责下放设区市、省直管县(市)新闻出版广电行政

部门。

2. 将印刷业经营者兼营包装装潢和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

动审批职责下放设区市、省直管县(市)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

门。

3. 将从事包装装潢印刷品和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企

业变更印刷经营活动审批(不含出版物印刷)职责下放设区市、

省直管县(市)新同出版广电行政部门。

4. 将印刷业经营者兼并其他印刷业经营者审批(不含出版

物印刷企业)职责下放设区市、省直管县(市)新闻出版广电行

政部门。

5. 将印刷业经营者因合并、分立而设立新的印刷业经营者

审批(不含出版物印刷企业)职责下放设区市、省直管县(市)

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

6. 根据省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要求下放的其他职责。

(四)加强的职责。

1.组织推进新闻出版广播影视领域公共服务，大力促进城

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促进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事业繁荣发展。

2. 指导、协调、推动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产业发展，优化配

置新同出版广播影视资源，加强业态整合，促进综合集成发展。

3. 推进新闻出版广播影视领域体制机制改革。

4. 对数字出版以及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公共视听载体播放



广播影视节目的规划指导和监督管理，推动协调其健康发展。

5. 著作权保护管理、公共服务和国际应对，加大反侵权盗

版工作力度。

6. 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协调推动新闻出

版广播影视"走出去"工作。

7. 管理理念和方式的创新转变，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社会

监督和行业自律作用。

二、主要职责

(一)负责拟定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宣传的方针政策，把握正

确的舆论导向和创作导向。

(二〉负责起草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和著作权管理的地方性法

规、政府规章草案，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三〉负责制定全省新闻出版广播影视领域事业发展政策和

规划，组织实施重大公益工程和公益活动，扶助老少边穷地区新

闰出版广播影视建设和发展。

(四)负责统筹规划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产业发展，制定发展

规划、产业政策并组织实施，推进新同出版广播影视领域的体制

机制改革。负责新闰出版广播影视统计工作。

(五〉负责监督管理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机构和业务以及出版

物、广播影视节目的内容和质量，实施依法设定的行政许可并承

担相应责任，指导对市场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组织查处重

大违法违规行为。指导监管广播电视广告播放。负责全省新闻记



者证的监制管理 。

(六〉负责监管互联网出版和开办手机书刊 、 手机文学业务

等数字出版内容和活动。负责监管网络视听节目、公共视听载体

播放的广播影视节目，审查其内容和质量。

(七〉负责推进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与科技融合，依法拟定新

闻出版广播影视科技发展规划、政策和行业技术标准，并组织实

施和监督检查。负责对广播电视节目传输覆盖、监测和安全播出

进行监管，推进广电网与电信网、互联网三网融合，推进应急广

播建设。负责指导、协调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系统安全保卫工作。

(八)负责全省印刷业的监督管理。

(九〉负责全省出版物的进口管理和广播影视节目的进口、

收录管理，协调推动新闻出版广播影视领域"走出去"工作。负

责新同出版广播影视和著作权管理领域对外及对港澳台的交流与

合作。

(十〉负责著作权管理和公共服务，组织查处著作权侵权盗

版案件。

〈十一〉负责组织、指导、协调全省"扫黄打非"工作，组

织查处非法出版物和非法出版活动，承担全省"扫黄打非"领导

小组日常工作。

〈十二)领导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河北电视台，对其宣传、

发展、传输覆盖等重大事项进行指导、协调和管理。

(十三)承办省委、省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河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设 16 个内设机构:

(一)办公室(保卫处)。负责文电、会务、应急值班、机

要、档案、督查等机关日常运转工作，承担政务公开、新闻发

布、安全保密、信访、建议提案办理和机关财务等工作，指导机

关后勤服务管理。指导、协调全省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系统安全保

卫工作。

(二〉政策法制处。研究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管理重大政策。

组织起草新闰出版广播影视和著作权管理方面的地方性法规、政

府规章草案，承担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核工作。承办行政处罚

和行政强制文书的审核工作。承办行政处罚听证、行政复议、行

政应诉、涉外法律事务等工作。

(三)规划财务处(改革办公室)。拟定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事

业产业发展规划、政策和调控目标并组织实施，协调推动新闻出

版广播影视事业产业发展。研究拟定全省新闻出版广播影视领域

改革措施，指导、协调推进有关体制机制改革工作。承担机关和

直属单位财务管理工作，负责预决算、国有资产管理、基本建设

项目、政府采购及内部审计工作。依法承担新闰出版广播影视统

计工作。

〈四)综合业务处(对外交流合作处)。组织协调局机关行政

审批工作。指导全省新闻出版广播影视行政审批改革工作。组织

开展全省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和著作权的对外及港澳台交流与合



作。承担全省出版物、广播电视节目的进口管理。对境外广播电

视节目的引进、播出以及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境外卫星电视节目

的落地和接收进行监督管理。协调推动新闻出版广播影视"走出

去"工作。承担国际文化协定中有关项目在我省的执行工作。

(五)公共服务处。拟定新同出版广播影视基本公共服务政

策和保障标准，协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城乡一体化发

展。组织实施重大公益工程，具体负责全省广播电视"村村通"

工程、直播卫星"户户遇"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和县城数字影院

升级改造工程、农家书屋工程和全民阅读活动，对老少边穷地区

进行扶助，指导监督相关重点基础设施建设。

(六)宣传处。拟定全省广播电视的宣传规划、政策并组织

实施。指导和监管全省广播电视的宣传和播出。指导、协调全省

重大广播电视活动。指导、监管理论文献片、纪录片、电视动画

片的制作和播出。具体指导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河北电视台的宣

传和播出工作。

(七〉新闻报刊处。承担全省报纸〈报社)和期刊(刊社〉

出版活动，省内报刊社、通讯社分支机构和记者站的监督管理工

作。组织对报纸、期刊内容的审读和舆情分析工作。组织查处新

同违法活动。

(八)电影电视剧处。承担全省电影、电视剧政策和事业发

展规划。指导、监管全省电影制片、发行、放映和电视剧制作工

作。指导、调控电视剧的播出。承办全省电影制片单位和跨地区



间，

发行、放映单位建立与撤销的审核报批工作，地方对等交流互办

单一国家电影展映活动审批工作，电影制片单位以外的单位独立

从事电影摄制业务审批工作。对国外人员参与制作的国产电视剧

进行审查。对全省电影电视剧制作单位拍摄的影片、电视剧 、引

进电视剧和合拍电视剧(含动画片)进行审查。发行和吊销电视

剧发行许可证。指导电影专项资金的收缴管理。协调全省重大电

影活动。

(九〉出版管理处。承担全省图书、音像、电子出版单位和

出版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组织对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

内容和质量进行监管。组织指导省内涉及党和国家重要文件文

献、教科书的出版工作，承担书号、版号管理工作。

〈十〉印刷发行处。承担全省印刷、复制、出版物发行单位

和业务的监督管理工作，组织查处、纠正违规出版物和违法违规

印刷、复制、发行活动。组织指导省内涉及党和国家重要文件文

献、教科书的印制发行。指导全省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印刷管理

工作。推动全省印刷业转型升级及新兴印刷业发展 。

(十一)传媒机构管理处。拟定全省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的发

展规划和政策，承担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和业务、广播电视节目制

作机构、广播电视节目传送、有线电视付费频道、移动电视业务

的监督管理工作。承办全省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及频率频道的审核

和申报、设区市和县级广播电视台变更台标审批工作。承办全省

广播电视节目和电视剧制作单位建立与撤销的审核、申报工作。



发行和吊销电视剧制作许可证。 承办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

的审批工作。指导和监督管理广播电视广告播放。

(十二〉网络视听节目和数字出版管理处。承担网络视听节

目服务、广播电视视频点播、公共视听载体播放广播影视节目内

容和业务的监督管理工作。指导网络视听节目服务的发展和宣

传。承办开办信息网络视听节目(含 IP 电视、网络广播电视、

手机视听节目)服务业务的审核、申报。承担全省数字出版内容

和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对网络文学、网络书刊和开办手机书

刊、手机文学业务进行监督管理。

(十三〉反非法和违禁出版物处(河北省"扫黄打非"工作

办公室)。拟定全省出版物市场和互联网"扫黄打非"的政策和

行动方案并组织实施，组织、指导、协调"扫黄打非"集中行动

和跨部门、跨地区的"扫黄打非"工作，组织查处非法和违禁出

版传播活动。承担全省"扫黄打非"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十四〉版权管理处。拟定全省与著作权管理、保护有关的

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参与制定和著作权有关的各类产业

发展规划，检查著作权法律、法规、规章和我国加入的国际著作

权条约在我省执行情况，组织查处著作权侵权案件，指导监督在

我省设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分支机构。组织推进全省软件正

版化工作。

(十五)科技处。拟定全省新闻出版及印刷业、广播影视及

视听类新媒体科技发展规划、政策和技术标准。拟定全省广播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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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传输覆盖网和监测监管网的规划，推进三网融合。受无线电管

理机构的委托，编制广播电视专用频段规划，指配广播电视频率

(频道〉和功率等技术参数。承担小功率的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

备订购证明核发。负责广播电影电视安全播出监督管理和技术保

障工作。指导全省广播电影电视系统的技术维护。负责广播电影

电视技术的质量监督，指导监测、计量检测工作。指导和协调全

省广播电影电视系统科技工作。

(十六〉人事处。承担新闻出版广播影视行业队伍建设和教

育培训工作。承担机关和直属单位的人事管理、机构编制、劳动

工资等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指导从业人员职业资格管理和职业技

能鉴定工作。承担全省新闻广电单位记者证的审核、发放和管理

工作。

机关党委。负责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党群工作。

离退休干部处。负责机关离退休干部工作，指导直属单位的

离退休干部工作。

四、人员编制

河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机关行政编制为 128 名(含离退休干

部工作人员编制 4 名)。其中，局长(兼省版权局局长) 1 名、

副局长 4 名、省版权局专职副局长 1 名(副厅级)。处级领导职

数 48 名(含机关党委 2 名、离退休干部处 2 名〉。

机关工勤人员编制 7 名。

五、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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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加挂省版权局牌子，在著作权管理

上 ， 以省版权局名义行使职权。

〈二〉关于动漫和网络游戏管理的职责分工:河北省新闻出

版广电局负责全省影视动漫节目、网络视听中的动漫节目的管

理，对游戏出版物的网上出版发行进行前置审核。河北省文化厅

负责动漫和网络游戏相关产业规划、产业基地、项目建设、会展

交易和市场监管工作。

(三〉所属事业单位的设置、职责和编制事项另行规定。

六、附则

本规定由河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其调整由

河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规定程序办理。

抄送 z 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各部门，省政协各部门，省法

院，省检察院，省各人民团体。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3 年 9 月 1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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