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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2013 年修改）
第六十二条 民办学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审批机关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
民办学校擅自分立、合并
1

行政处罚

民办学校，或擅自改变民
04020001

办学校名称、层次、类别
和举办者等行为的处罚

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
学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擅自分立、合并民办学校的; （二）擅自改
变民办学校名称、层次、类别和举办者的；
（三）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者广告，骗取钱财的；
（四）
非法颁发或者伪造学历证书、结业证书、培训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的；（五）管理混乱严重影响
教育教学，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六）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
骗取办学许可证的；
（七）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的；
（八）恶意终止办学、
抽逃资金或者挪用办学经费的。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2003 年国务院令第 372 号）
第五十三条 中外合作办学者虚假出资或者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成立后抽逃出资的，由教育
行政部门、人社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教育行政部门、人社部门按

中 外合 作办 学者 虚假出
2

行政处罚

04020002

照职责分工处以虚假出资金额或者抽逃出资金额 2 倍以下的罚款。

资、机构成立后抽逃出资

【行政法规】
《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
（1998 年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 27 号）

的处罚

第十二条 社会力量举办的教育机构，举办者虚假出资或者在教育机构成立后抽逃出资的，
由审批的教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应出资金额或者抽逃资金额两倍以下、最高
不超过十万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审批的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
的处罚。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2004 年国务院令 399 号）
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审批机关没收出资人取得的回报，责令停止招生；情节

3

行政处罚

民 办学 校非 法取 得回报
04020003

的处罚

严重的，吊销办学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民办学校的章程未规定出资
人要求取得合理回报，出资人擅自取得回报的；（二）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不得取得回
报而取得回报的；
（三）出资人不从办学结余而从民办学校的其他经费中提取回报的；
（四）不依
照本条例的规定计算办学结余或者确定取得回报的比例的；（五）出资人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回报
的比例过高，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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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办学 校未 按规 定报送

4

行政处罚

04020004

财 务状 况等 备案 材料的
处罚

职权依据

子项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2004 年国务院令 399 号）
第五十条 民办学校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将出资人取得回报比例的决定和向社会公布的与其
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有关的材料、财务状况报审批机关备案，或者向审批机关备案的材料不真实
的，由审批机关责令改正，并予以警告。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2009 年修改）
第七十五条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举办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由教育行政部门予以撤销；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2013 年修改）
第六十四条 社会组织和个人擅自举办民办学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有关行政部门责

5

行政处罚

04020005

违 反国 家和 自治 区规定

令限期改正，符合本法及有关法律规定的民办学校条件的，可以补办审批手续；逾期仍达不到办

举 办中 小学 或其 他教育

学条件的，责令停止办学，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机构的处罚

【行政法规】
《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
（1998 年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 27 号）
第十二条 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举办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的，由教育行政部门予
以撤销；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社会力量举办的教育机构，举办者虚假出资或者在教育
机构成立后抽逃出资的，由审批的教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应出资金额或者抽
逃资金额两倍以下、最高不超过十万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审批的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责令停
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的处罚。
【行政法规】
《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
（1998 年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 27 号）
第十四条 参加国家教育考试的考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宣布考试无
效；已经被录取或取得学籍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学校退回招收的学员。（一）以虚报或伪造、
涂改有关材料及其他欺诈手段取得考试资格的；（二）在考试中有夹带、传递、抄袭、换卷、代

6

行政处罚

04020006

考 生违 反普 通高 中招生

考等考场舞弊行为的；（三）破坏报名点、考场、评卷地点秩序，使考试工作不能正常进行或以

考试规定的处罚

其他方法影响、防碍考试工作人员使其不能正常履行责任以及其他严重违反考场规则的行为。
（新
补充依据）
【部门规章】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2011 年教育部令第 33 号）
第九条 考生有第五条所列考试违纪行为之一的，取消该科目的考试成绩。考生有第六条、
第七条所列考试作弊行为之一的，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参加高等教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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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考试的，当次考试各科成绩无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情节轻重，同时给予暂停参加该
项考试 1 至 3 年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同时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 1 至 3 年的
处理：（一）组织团伙作弊的；（二）向考场外发送、传递试题信息的；（三）使用相关设备接收
信息实施作弊的；（四）伪造、变造身份证、准考证及其他证明材料，由他人代替或者代替考生
参加考试的。
第十条 考生有第八条所列行为之一的，应当终止其继续参加本科目考试，其当次报名参加
考试的各科成绩无效；考生及其他人员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
安机关进行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考生以作弊行为获得的考试成绩并由此取得相应的学位证书、学历证书及其他学
业证书、资格资质证书或者入学资格的，由证书颁发机关宣布证书无效，责令收回证书或者予以
没收；已经被录取或者入学的，由录取学校取消录取资格或者其学籍。
【行政法规】
《学校卫生工作条例》
（1990 年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 10 号）
7

行政处罚

拒 绝或 妨碍 学校 卫生监
04020007

督员依条例监督的处罚

第三十六条 拒绝或者妨碍学校卫生监督员依照本条例实施卫生监督的，由卫生行政部门对
直接责任单位或者个人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可以建议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处以二
百元以下的罚款。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2004 年国务院令第 399 号 ）
第五十一条 民办学校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民办教育促进

8

行政处罚

04020008

民 办学 校管 理混 乱严重

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一）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未依法履行职责的；

影 响教 育教 学等 行为的

（二）教学条件明显不能满足教学要求、教育教学质量低下，未及时采取措施的;（三）校舍或

处罚

者其他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未及时采取措施的；（四）未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会计报告，财务、资产管理混乱的；
（五）侵犯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
（六）违反国家规定聘任、解聘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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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2009 年修改）
第六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经费的监
9

行政检查

04060001

教育经费使用监督检查

督管理，提高教育投资效益。
【规范性文件】《银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银川市教育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
制规定的通知》（银政办发[2015]8 号）二、主要职责（八）统筹管理教育经费，监测全市教育
经费的筹措和使用情况。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2009 年修改）
第二十九条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五）遵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并
公开收费项目；（六）依法接受监督。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2004 年国务院令第 399 号）

10

行政检查

对 各级 各类 教育 收费的
04060002

监督检查

第三十五条 民办学校对接受学历教育的受教育者收取费用的项目和标准，应当报价格主管
部门批准并公示；对其他受教育者收取费用的项目和标准，应当报价格主管部门备案并公示。具
体办法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会同教育行政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制定。
【规范性文件】《银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银川市教育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
编制规定的通知》（银政办发[2015]8 号）)二、主要职责（八）统筹管理教育经费，监测全市教
育经费的筹措和使用情况。

11

12

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中 小学 和幼 儿园 周边治
04060003

理和安全的监督管理

学 校食 堂及 学生 集体用
04060004

餐的业务指导和检查

【部门规章】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2006 年教育部令第 23 号）
第五条 各级教育、公安、司法行政、建设、交通、文化、卫生、工商、质检、新闻出版等
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依法履行学校周边治理和学校安全的监督与管理职责。
【部门规章】
《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
（2002 年教育部、卫生部令第 14 号）
第三十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所属的卫生保健机构具有对学校食堂及学生集体用餐的
业务指导和检查督促的职责，应定期深入学校食堂进行业务指导和检查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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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行政法规】
《教育督导条例》
（2012 年国务院令 624 号）
《国家教育督导条例》
第三条 实施教育督导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四）对政府履行教育工作相关职责的督导与对学
校教育教学工作的督导并重，监督与指导并重。
第十一条 教育督导机构对下列事项实施教育督导：(一)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情况，教育教学
13

行政检查

04060005

对学校教育工作的督导

水平、教育教学管理等教育教学工作情况;(二)校长队伍建设情况，教师资格、职务、聘任等管理
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招生、学籍等管理情况和教育质量，学校的安全、卫生制度建设和执行情
况，校舍的安全情况，教学和生活设施、设备的配备和使用等教育条件的保障情况，教育投入的
管理和使用情况;(三)义务教育普及水平和均衡发展情况，各级各类教育的规划布局、协调发展等
情况;(四)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教育政策规定的其他事项。

14

行政确认

银 川市 示范 类幼 儿园的
04070001

认定

【规范性文件】《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幼儿园分类评定验收标准(修订)>
的通知》（宁教发[2015]44 号）地级市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自治区级示范幼儿园的申报和一类幼儿
园的评估和复验。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国发[2012]41 号）第（十）培养

15

行政确认

银川市“凤城名师”推荐评
04070002

选

造就高端教育人才。实施中小学名师名校长工程。
【规范性文件】《银川市“凤城名师名医”评选办法》（银党办发〔2012〕123 号）第五条“凤
城名师”每 2 年评选一次，由银川市人才领导小组办公室、银川人社局、银川市教育局负责评选
工作。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2009 年修改)第十六条 国家实行教师职务制度，具体办
法由国务院规定。
【规范性文件】1.《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职称（职务）评审办法（实行）
》

16

行政确认

04070003

一 级教 师和 二级 教师职

(宁人社发[2012]281 号）第一至十二条之规定:评审原则、评审范围和对象、职称等级、评审组织、

称评审

推荐程序、评审程序等。2.《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水平评价标准条件（实行）》
（宁人社发[2012]282 号）第一至六条之规定:水平评价范围等级、基本条件、业务条件、业绩条
件、破格条件、附则等。每年自治区和银川市两级人社、教育部门有关中小学教师职称的具体规
定。

由市政
府教育
督导室
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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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2009 年修改）
第十三条 国家对发展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奖励。
【部门规章】
《学校卫生工作条例》
（1990 年国家教育委员会第 10 号令）
第三十一条 对在学校卫生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或者个人，各级教育、卫生行政部门和学
校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部门规章】
《学校体育工作条例》
（1990 年国家教委令第 8 号）
第二十六条 对在学校体育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各级教育、体育行政部门或者学
校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17

行政奖励

04080001

对 发展 教育 事业 做出突

【部门规章】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2006 年教育部令第 23 号）

出 贡献 的组 织和 个人的

第六十条 教育、公安、司法行政、建设、交通、文化、卫生、工商、质检、新闻出版等部

表彰奖励

门，对在学校安全工作中成绩显著或者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视情况联合或者分别给
予表彰、奖励。
【部门规章】
《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
（2002 年教育部令第 13 号）
第十七条 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对于在学校艺术教育工作中取得突出贡献（成绩）的单位和
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规范性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适应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
德育工作的意见》
（2000 年，中办发[2000]28 号）
、强化中小学德育工作的表彰奖励和督导评估机
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在高中阶段评选优秀学生，省级优秀学生可获得普通高等学校保送
生资格。对德育工作实绩突出的教师要进行表彰奖励。
【规范性文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
（中发[2004]8 号）和《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
育工作的意见》
（宁党办[2005]51 号）
、
《关于在全市中小学开展德育示范校创建活动的通知》
（银

18

行政奖励

04080002

德 育示 范校 和个 人的表

教发[2013]155 号）“通过“德育示范校”创建工作，以丰富我市中小学校（园）德育工作内涵，拓

彰奖励

宽德育工作思路，提升德育工作成效，加快推进德育工作进程。”、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实施意见》（银教党工委发[2014]29 号）“积极开展“德育
示范学校”创建和命名表彰活动，“建项目、创特色、树品牌”，打造一批德育特色学校”、“被授予
“德育示范校”的中小学校由市教育局予以表彰。

备注

序

职权

职权

号

类型

编码

职权名称
项目

职权依据

子项

【规范性文件】《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校园文化建设的通知》（教基[2006]5 号）、《关于在全
区中小学开展创建“书香校园”活动的通知》
（宁教基[2009]95 号）“在全区中小学校中广泛深入开
19

行政奖励

04080003

书 香校 园和 个人 的的表

展创建“书香校园”主题教育系列活动，充分调动广大师生参与“读好书、写好字”的积极性，培养

彰奖励

师生的阅读兴趣和书写能力，促进学校良好的校风、教风和学风建设”、及《关于在全市中小学
幼儿园开展创建“书香校园”活动的实施方案》“被授予 “书香校园”的中小学校由市教育局予以表
彰。
【规范性文件】国家环保总局、教育部《关于联合表彰绿色学校的通知》
（环发[2000]73 号）
“原国家环境保护局、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全国环境宜传教育行动
纲要）
（环宣［1996］947 号）中提出，要在全国逐步开展创建‘绿色学校’”。
【规范性文件】《自治区关于创建“绿色学校”的通知》(宁环发[2006]144 号)按照全国绿色学

20

行政奖励

04080004

绿 色学 校和 个人 的的表

校创建工作的要求，结合我区实际，采取与全国同步的原则，在向国家教育部、环保总局推荐 “绿

彰奖励

色学校”创建活动先进学校的同时，进行自治区“绿色学校”创建评选工作，请各市参照全国绿色
学校创建活动先进学校表彰推荐办法和宁夏创建“绿色学校”评审标准及自评表，认真做好自治区
级“绿色学校”的评选推荐工作”。
【规范性文件】
《银川市中小学创建“两型学校”和“绿色学校”活动实施方 案的通知 》
（银教
发[2010]148 号）市教育局每年将对‘绿色学校’创建活动进行总结表彰。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
（2001 年主席令第 53 号）
第十一条 国家和社会对在国防教育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采取各种形式给予
表彰和奖励。

21

行政奖励

学 生军 训工 作先 进单位
04080005

和个人的表彰奖励

【规范性文件】学生军事训练工作规定》
（教体艺〔2007〕7 号）
第四十三条 对在学生军事训练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军事机关和
普通高等学校、高中阶段学校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规范性文件】
《宁夏回族自治区学生军训工作实施细则》
（宁政发[2007]157 号）
第二十九条“在学生军训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军事机
关给予表彰、奖励。”

22

行政奖励

优秀团队干部、团员、少
04080006

先队员的表彰奖励

【规范性文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少工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
设的若干意见》(中青联发〔2010〕33 号)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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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文件】自治区《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区少先队工作的意见》
（宁党发﹝2014﹞21 号） 各
地团委、教育部门和少工委要定期联合组织开展优秀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和少先队集体评选
表彰活动，大力选树和宣传典型，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带动作用 。
【规范性文件】《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实施意
见》
（银教党工委发[2014]29 号）》组织开展优秀学生、优秀少先队员、优秀团员、美德少年、最
美凤城少年等评选表彰活动。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