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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农业农村局
集中更新行政执法公示内容

一、行政执法主体

（一）行政执法主体 1 个：苍溪县农业农村局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干道二段 120 号（政府便民

中心七楼）

邮编:628400 电话（传真）0839-5583110

（二）苍溪县农业农村局执法机构设置：

1.优质粮油股（农药肥料股、种业发展股、县农业技术推广

站） 负责粮油生产、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保护区建设

和管理、种植业灾情调查与恢复重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种粮

补贴、耕地撂荒整治、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治理、农业面

源污染防治（秸秆综合利用、废弃农膜回收）、农作物种质资源

和新品种保护、种子储备调拨、农作物种业基地及良繁体系建设、

承担肥料有关监督管理；统筹行业系统防灾减灾，牵头种业发展。

股室负责人：任小平 联系电话：0839-5583503

2.特色产业发展股（县经济作物技术指导站） 负责特色经

作产业、“菜篮子”工程、“大棚房”清理整改、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农民丰收节筹办、东西部协作。

统筹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农业发展、移民库区农业产业发展、农业

新产业与新业态。牵头负责中药材在“百亿产业”发展、脱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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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特色产业发展。

股室负责人：陈文远 联系电话：0839-5583191

3.畜牧兽医股 负责畜禽产业发展、养殖技术推广、畜牧标

准化建设、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畜禽种业发展及监督管理、畜

禽遗传资源和新品种保护、畜禽种业基地及良繁体系建设、养殖

业领域的环境保护、饲料饲草生产发展与加工、现代蜂业、养殖

业灾情调查与恢复重建，牵头负责健康养殖“百亿产业”。

股室负责人：王力 联系电话：0839-5583261

4.饲料兽药股 负责动物防疫、畜禽屠宰管理、兽药饲料、

兽医标准化建设、兽医行政管理、生鲜乳生产收购运输环节质量

安全监管。牵头县动物重大疫病防制指挥部办公室、县非洲猪瘟

防控和生猪恢复生产指挥部办公室、县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专班及机关新冠防控日常工作。

股室负责人：王成兵 联系电话：0839-5583069

5.渔业渔政管理股（县畜牧水产发展中心） 负责水产业发

展、渔业渔政管理、水产品质量安全、水生生物疫病监测与防治、

河长制等工作。

股室负责人：李洪斌 联系电话：0839-5583476

6.农业机械化股 负责农机化发展、提灌站建设、农机购

置补贴、农机化统计、农机合作社培育与管理等工作。

股室负责人：李晋 联系电话：0839-5583978

7.农产品质量监管与品牌培育股（交流合作股）统筹农（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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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负责农业标准化工作、“三品一标”、

农业品牌培育和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和追溯体系建设、

农业会展活动、农业交流与合作、商务经济等工作。

股室负责人：岳红 联系电话：0839-5583513

8.县植物保护站 负责农作物病虫害预测预报、应急防控、

防治、农药安全管理、植物保护等工作。

股室负责人：周兵 联系电话：0839-5587517

9.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 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监测、巡查调查、抽样，开展实验室定量检测能力扩项等工

作。

股室负责人：潘洪权 联系电话：0839-5584230

10.执法监督股 负责农业综合执法业务报表统计、上报等

工作；协助受理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的信访、投诉、举报及处理工

作；协助行政执法方面的应诉、行政复议、行政调解工作；负责

重大复杂案件、跨行政区域案件和上级及有关部门移交案件的查

处协调工作；负责监督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依法纠正不当

行政执法。

股室负责人：淳裕惠 联系电话：0839-6091350

11.执法一中队 负责农业生产资料（职责范围内的种子、

种苗、食用菌、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的质量及生产、经营、

储藏、使用）的行政处罚工作；负责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农业

转基因生物安全、植物检疫等方面的行政检查、行政强制、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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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工作；负责食用农产品（含从种植环节、食用农产品进入批

发和零售市场或生产加工企业进入加工环节前）质量安全方面的

执法检查和查处。负责本中队职责范围内的普法宣传教育、业务

培训、应急管理，受理与查处相关投诉的违法案件，承担与职能

赋予权力相对应的责任。

负责人：唐志刚 联系电话：0839-6091352

12.执法二中队（挂动物卫生监督股牌子，对外称苍溪县动

物卫生监督所） 负责组织对渔业、渔船、渔业资源保护及水产

品的执法检查与查处工作；负责畜禽屠宰、生鲜乳收购等方面的

检查及违法行为查处；负责动物和动物产品的检疫及其违法行为

查处；负责动物防疫、重大疫病强制免疫、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

物安全、兽医医政等方面的执法检查和违法行为查处。负责种畜

禽、饲料及饲料添加剂、兽药、兽医器械等生产经营和使用的执

法检查和违法行为查处；负责食用畜禽及水产品（含从养殖环节、

食用畜禽及水产品进入批发和零售市场或生产加工企业进入加

工环节前）质量安全方面的执法检查和执法查处；承担动物产品

安全的监督管理；负责动物卫生风险评估;负责病害动物及病害

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运营单位运营情况监管；负责染疫动物及动

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及动物疫情扑灭工作的监督；承担生猪收购、

贩运、定点屠宰环节实施对“瘦肉精”的检验和认定；负责生猪

收购、贩运、屠宰环节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负责其它动物卫生

监督管理工作。负责本中队职责范围内的普法宣传教育、业务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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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应急管理，受理与查处相关投诉的违法案件。承担与职能赋

予权力相对应的责任。

负责人：李军 联系电话：0839-6091353

13．执法三中队 负责农村土地承包、农村宅基地、基本

农田保护、农村集体资产、农民负担、农村能源等的执法检查和

违法案件的行政处罚工作；负责农业机械等方面的行政处罚、执

法检查、行政强制工作；负责本中队职责范围内的普法宣传教育、

业务培训、应急管理，受理与查处相关投诉的违法案件。承担与

职能赋予权力相对应的责任。

负责人：罗强 联系电话：0839-6091354

二、苍溪县农业农村局行政执法人员清单（45 人）

序号 姓名 证件编号 序号 姓名 证件编号

1 米琳华 23070119030 24 淳裕惠 23070119057

2 赵晓梅 23070119031 25 温晓翠 23070119058

3 王洪 23070119032 26 唐志刚 23070119059

4 薛太军 23070119033 27 杨斌 23070119060

5 刘华 23070119034 28 杨君华 23070119061

6 赵中富 23070119037 29 赵丽萍 23070119062

7 刘卫萍 23070119038 30 刘小斌 23070119063

8 熊朝宣 23070119039 31 朱爱萍 23070119064

9 冯子军 23070119040 32 邓勇 23070119065

10 戴志选 23070119041 33 李洪斌 23070119066

11 李军 23070119042 34 刘琼 23070119067

12 王建蓉 23070119043 35 岳红 23070119068

13 文纯友 23070119045 36 戴新民 23070119069

14 文疆军 23070119046 37 李冬梅 23070119070

15 邓孟雨 23070119047 38 韩安顺 23070119071

https://www.baidu.com/s?wd=%E5%86%9C%E6%9D%91%E9%9B%86%E4%BD%93%E8%B5%84%E4%BA%A7&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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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证件编号 序号 姓名 证件编号

16 赵鹰 23070119049 39 陈燕 23070119073

17 向茂欣 23070119050 40 魏洪 23070119075

18 周玉辉 23070119051 41 刘艳秋 23070119076

19 代艳 23070119052 42 庞会林 23070119077

20 陶晶 23070119053 43 王晓琼 23070119078

21 朱巧 23070119054 44 罗强 23070119098

22 淳正松 23070119055 45 邓茜茹 23070119101

23 赵亚楠 23070119056

三、苍溪县农业农村局行政执法权力、责任清单

四川政务服务网、苍溪县人民政府网（含行政执法权力及责

任事项的权限、职责、服务指南、法定依据、流程图、程序）

四、苍溪县农业农村局重大行政执法审核目录清单

（一）重大行政许可：

1．适用听证的；

2．变更、撤回、撤销行政许可决定；

3．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行政机关认定的其

他重大行政许可事项。

（二）重大行政处罚：

1．较大数额罚款；

2．较大数额没收财产；

3．责令停产停业；

4．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

5．减轻或者免除行政处罚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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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重大行政处罚事项。

（三）重大行政强制：

1.查封经营场所使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生产经营活动、工作

难以正常进行的行政强制措施；

2.扣押许可证或者执照使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生产经营活

动、工作难以正常进行的行政强制措施。

3.其他重大行政强制事项。

五、苍溪县农业农村局行政执法（监督信息）救济渠道、行

政执法责任制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方式

（一）依法享有的权利

当事人依法享有申请回避、陈述、申辩、复议、诉讼等权利，

详见相应法律法规。

（二）救济途径

1．行政复议

部门：苍溪县人民政府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干道二段 128 号（苍溪县司

法局二楼）

电话：0839-5230256

２．行政诉讼

单位：苍溪县人民法院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北门沟路 29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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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投诉举报的方式、途径

部门：部门：苍溪县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股

地址：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干道二段 128 号（苍溪县

司法局三楼）

投诉电话：0839-5230272

行政执法责任制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国

办发〔2005〕37 号）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实施

意见》(川办发〔2005〕36 号)

《四川省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考核办法》

(川府法〔2005〕24 号)

《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

六、苍溪县农业农村局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标准

1．《规范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办法》

(农业农村部第 180 号公告)

2．《四川省规范行政执法裁量权规定》

（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 278 号）

3．《四川省农业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

4．《四川省农业行政处罚裁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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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苍溪县农业农村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市场主体库（检查对象名录库）、2022 年抽查计划

（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主体 检查内容 抽查方式

1 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检查 县农业农村局

农产品从种植养殖环节到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生产加工企业前的质量

安全监督管理

兽药、饲料、饲料添加剂和职责范围内的农药、肥料等其他农业投入品

质量及使用的监督管理

现场检查|抽样检测|专业

机构核查

2
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地域范围、标

志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县农业农村局 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地域范围、标志使用等情况 现场检查

3
绿色食品及绿色食品标志的监

督检查
县农业农村局

对辖区内绿色食品产地环境、产品质量、包装标识、标志使用等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
现场检查

4 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抽查 县农业农村局
种子质量、标签、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信息、

种子生产经营档案

现场检查|抽样检测|专业

机构核查

5 对肥料的监督检查 县农业农村局 对肥料产品质量、肥料登记证、肥料标签等进行检查
现场检查|抽样检测|专业

机构核查

6

对农药生产经营使用场所实施

场所进行检查及对农药实施抽

查

县农业农村局 对农药生产、经营、标签、使用的场所进行现场检查
现场检查|抽样检测|专业

机构核查

7
对饲料、饲料添加剂进行监督检

查
县农业农村局 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监督管理档案

现场检查|抽样检测|专业

机构核查

8 对动物防疫监督检查 县农业农村局

动物、动物产品进行采样、留验、抽检;查验检疫证明、检疫标志和畜禽

标识;

与动物防疫相关场所

现场检查|抽样检测|专业

机构核查

9 对生猪屠宰活动的监督检查 县农业农村局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过程 现场检查|抽样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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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主体 检查内容 抽查方式

10
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

监督检查
县农业农村局 与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有关档案、账册和资料

现场检查|抽样检测|专业

机构核查

11 对农业机械安全监督检查 县农业农村局 对农业机械必要的安全检查 现场检查

12
对拖拉机驾驶培训机构的监督

检查
县农业农村局 拖拉机驾驶培训机构的培训相关内容和登记台账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13 对兽药的监督检查 县农业农村局 关于生产、经营、使用兽药的规范情况 现场检查

14 对渔业及渔业船舶的监督检查 县农业农村局 各种渔业及渔业船舶的证件、渔船、渔具、渔获物和捕捞方法 现场检查

15
对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监

督检查
县农业农村局 水生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经营利用情况;相关制度和台账 现场检查

16 植物检疫检查 县农业农村局 植物检疫相关检疫内容 现场检查

17
对违反农村宅基地管理法律、法

规行为的监督检查
县农业农村局 违反农村宅基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 现场检查|抽样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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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场主体库

序号 经营者名称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经营地址 备注

1 苍溪县荣春农资联盟中心 田福波 苍溪县陵江镇北门东街 3 号

2 苍溪县翼民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徐嘉钖 苍溪县龙山镇苍鱼路 92 号

3 苍溪县惠丰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郑柳全 苍溪县运山镇玉星街 64 号

4 苍溪县君盛农资有限责任公司 向义君 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路 483 号

5 苍溪县大方农业有限公司 杨利玲 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路 233 号

6 苍溪县瑞丰植保有限公司 李小红 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路 201

7 苍溪县石马镇杨军农资服务部 杨 军 苍溪县石马镇建设街一段 9号

8 苍溪县石马镇孙华兰农资门市部 孙华兰 苍溪县石马镇建设街 36 号

9 苍溪县白山乡一仲农资门市部 张国华 苍溪县白山乡建设路 76 号

10 苍溪县河地乡农之友农资服务部 李 俊 苍溪县河地乡老街 76 号

11 苍溪县运山镇飞玥农资经营部 赵海艳 苍溪县运山镇玉星街 66 号

12 苍溪县绿茵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沈仕兵 苍溪县运山镇玉星街 159 号

13 苍溪县龙山镇清明农资店 向清芳 苍溪县龙山镇禹王街 122 号

14 苍溪县龙山镇柏杨从强农资店 肖从强 苍溪县龙山镇柏杨场

15 苍溪县东青镇罗德银农资门市部 罗德银 苍溪县东青镇东岳街 288 号

16 苍溪县运山镇为农农业科技服务部 袁国太 苍溪县运山镇政府新街 128 号

17 苍溪县河地乡龚略农资门市部 龚 略 苍溪县河地乡新街 121 号

18 苍溪县双河乡蕙琼农资门市部 向会琼 苍溪县双河乡政府街 166 号

19 苍溪县三川镇马仕平农资经营部 马仕平 苍溪县三川镇河街 10 号

20 苍溪县运山镇众信农资经营部 王 毅 苍溪县运山镇新街 127 号

21 苍溪县诚信农业有限公司 李 雪 苍溪县北门沟路 21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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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经营者名称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经营地址 备注

22 苍溪县永宁镇晓红农资经营门市部 薛晓红 苍溪县永宁镇老街 5号

23 苍溪县永宁镇庹氏农资门市部 庹宗明 苍溪县永宁镇永兴路中段 88 号

24 苍溪县龙山镇白超农资门市部 白 超 苍溪县龙山镇禹王街 1 号

25 苍溪县罗明芳农资经营部 罗明芳 苍溪县红军路中段 549 号

26 苍溪县运山镇碧蓉农资店 卢碧蓉 苍溪县运山镇玉星街 121 号

27 苍溪县东溪供销合作社 昝绍峰 苍溪县东溪镇滨河路 323、325 号

28 苍溪县陵江镇廷琼综合门市部 张廷琼 苍溪县陵江镇太坪村一组

29 苍溪县白驿镇陈小兰农资经营部 陈小兰 苍溪县白驿镇老街上段

30 苍溪县鸳溪进取农资门市部 梁 剑 苍溪县鸳溪场幸福路 40 号

31 苍溪县八庙镇鑫兴农业服务部 陈兴玉 苍溪县八庙场 229 号

32 苍溪县龙山镇意民农资门市部 龚 玉 苍溪县龙山镇迎宾街 154 号

33 苍溪县五里秀玲农资门市部 廖秀林 苍溪县五里场

34 苍溪县漓江镇李如朋农资经营部 李如朋 苍溪县漓江场漓江街 25 号

35 苍溪县黄林农资店 黄 林 苍溪县云峰镇雪梨街 182 号

36 苍溪县三川供销合作社 程德华 苍溪县龙王镇场金龙大厦

37 四川种之灵种业有限公司 陈 勇 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路 338 号

38 苍溪县现代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阎小军 陵江镇北门沟路 249 号

39 苍溪县金地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蔡治尧 陵江镇北门大道 100 号

40 苍溪县中土镇邓定林农资店 邓定林 苍溪县中土镇麻溪浩街 45 号

41 苍溪县五龙供销合作社 王永恩 五龙镇五龙场昌龙路 203 号

42 苍溪县白桥镇邓雪华农资门市部 邓雪华 苍溪县白桥镇龙门街 62-6 号

43 苍溪县运山镇王哥农资经营部 王新平 苍溪县运山镇运山场玉星街 58 号

44 苍溪县金壁场刘元林农资门市部 刘元林 苍溪县元坝镇金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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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经营者名称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经营地址 备注

45 苍溪县元坝镇孙学芬农资门市部 孙学芬 苍溪县元坝镇河岗村一组（大桥头）

46 苍溪县东溪镇蒲志农资店 蒲 志 苍溪县东溪镇宋水二组

47 苍溪县龙山镇严久德农资经营部 严久德 苍溪县龙山镇新场街 6 号

48 苍溪县五龙国军农资批零部 孙国军 苍溪县五龙镇北段 89 号

49 苍溪县元坝镇旋子村农业技术综合服务站 邓国勇 苍溪县元坝镇裕鹤东路 10 号

50 苍溪县龙王镇邹晓会农资店 邹晓会 苍溪县龙王镇市场街 10 号

51 苍溪县新观乡供销合作社 罗光明 苍溪县新观乡场镇政府街 75 号

52 苍溪县文昌镇李红志农资门市部 李红志 苍溪县文昌镇白岩社区 73 号

53 苍溪县东溪镇均华农资店 胡玉梅 苍溪县东溪镇人民西路 36、38 号

54 苍溪县唤马镇寇俊德农资门市部 寇俊德 苍溪县唤马镇教师节 107 号

55 苍溪县唤马镇刘绍建农资门市部 刘绍建 苍溪县唤马镇滨河街 51 号

56 苍溪县白马桑罗东农资经营门市部 罗 东 苍溪县白桥镇马桑场水井街 20 号

57 苍溪县鸳溪镇老鲁农资经营部 孟新华 苍溪县鸳溪镇鸳溪场兴登街

58 苍溪县三川镇明朗农资门市部 杜明朗 苍溪县三川镇大光村一组

59 苍溪县唤马镇杨清伟农资门市部 杨清伟 苍溪县唤马镇教师街 72 号

60 苍溪县石门乡任利平农资门市部 任利平 苍溪县石门乡石门场学堂街 24 号

61 苍溪县歧坪镇杜映海农资经营部 杜映海 苍溪县歧坪镇盐井村三组 34 号

62 苍溪县龙山镇庞传武农资门市部 庞传武 苍溪县龙山镇安子场

63 苍溪县歧坪镇候德友农资门市部 候德友 苍溪县歧坪镇红星路 140 号

64 苍溪县运山镇崔琼芳农资经营部 崔琼芳 苍溪县运山镇玉星街 32 号

65 苍溪县三川镇张清宇农资门市部 张清宇 苍溪县三川镇浩湾街 28 号

66 苍溪县元坝镇严安德农资门市部 严安德 苍溪县元坝镇金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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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经营者名称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经营地址 备注

67 苍溪县元坝镇韩斌农资门市部 韩 斌 苍溪县元坝镇市场街 78 号

68 苍溪县张王邓小艳农资门市部 邓小艳 苍溪县元坝镇张王场

69 苍溪县元坝镇玉台村农药门市部 杨晓琼 苍溪县元坝镇玉台村五组

70 苍溪县元坝镇邓万冠农资门市部 邓万冠 苍溪县元坝镇裕鹤东路 6 号

71 苍溪县元坝镇李勇成农资门市部 李勇成 苍溪县元坝镇市场街 24 号

72 苍溪县龙王镇国仁农资店 李国仁 苍溪县龙王镇市场街 4 号

73 苍溪县歧坪镇张文建农资经营部 张文建 苍溪县歧坪镇新兴街

74 苍溪县月山乡罗莉钧农资店 罗莉钧 苍溪县月山场新月街 22 号

75 苍溪县五龙镇利农农资经营部 曾杰贤 苍溪县五龙镇昌龙路北段 187 号

76 苍溪县龙王镇李勇农资经营部 李 勇 苍溪县龙王镇市场街 14 号

77 苍溪县龙王镇惠丰农资门市部 李拥军 苍溪县龙王镇市场街 9 号

78 苍溪县安兵农资门市部 安 兵 苍溪县陵江镇城西巷 114 号

79 苍溪县陵江镇春桥副食综合门市部 温开桥 苍溪县陵江镇胡家梁场

80 苍溪县歧坪镇张开映农资门市部 张开映 苍溪县歧坪镇新兴南路 12 号

81 苍溪县运山镇杨勇农资经营部 杨 勇 苍溪县运山镇梨香路 502 号

82 苍溪县白山乡谢刘农资门市部 谢兴义 苍溪县白山乡场镇建设街 34 号

83 苍溪县彭店乡汪福华农资店 汪福华 苍溪县彭店乡北街 17 号

84 苍溪县岳东镇赵健农资服务部 赵 健 苍溪县岳东镇岳平街下段 16 附 2号

85 苍溪县龙山镇润禾家农资店 向仲华 苍溪县龙山镇财神街 32 号

86 苍溪县土门垭农资经营门市部 张仕忠 苍溪县白桥镇马桑土门街 98 号

87 苍溪县元坝镇王保国农资门市部 王保国 苍溪县元坝镇建设路 242 号

88 苍溪县龙王镇罗凯农资店 罗 凯 苍溪县龙王镇人民南路 70 号

89 苍溪县龙王镇高华农资店 高 华 苍溪县龙王镇人民路北段 6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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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经营者名称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经营地址 备注

90 苍溪县唤马镇贺柯铭农资经营部 贺柯铭 苍溪县唤马镇滨河街 93 号

91 苍溪县唤马镇李清英农资经营部 李清英 苍溪县唤马镇教师街 119 号

92 苍溪县元坝镇周晓丽农资门市部 周晓丽 苍溪县元坝镇店子场

93 苍溪县歧坪镇李健邮政代办点 李 健 苍溪县歧坪镇南阳场

94 苍溪县云峰镇供销合作社 任田坤 苍溪县云峰镇官山街 143 号

95 苍溪县岳东镇王孝健农资门市部 王孝健 苍溪县岳东镇岳平街上段 49 号

96 苍溪县张权卫农资经营部 张权卫 苍溪县云峰镇鼓锣村村委会旁边

97 苍溪县八庙镇开桥农资经营部 董兴芬 苍溪县八庙镇八庙街 248 号

98 苍溪县云峰镇罗治维农资经营部 罗治维 苍溪县云峰镇云峰街

99 苍溪县亭子镇鑫旺农资经营门市部 李正素 苍溪县亭子场松树街 1 号

100 苍溪县茶店袁会兰农资门市部 袁会兰 苍溪县陵江镇茶店场

101 苍溪县五龙镇徐氏农资门市部 徐小雪 苍溪县五龙镇五龙场昌龙路南段 123 号

102 苍溪县云峰场杨国华副食店 杨国华 苍溪县云峰镇青盐村八组

103 苍溪县金壁社区会元农资门市部 周绍元 苍溪县元坝镇金壁场

104 四川福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范文阳 苍溪县禅林场

105 苍溪县三川镇天观场胡菊华农资店 胡菊华 苍溪县三川镇天观场农贸市场对面

106 苍溪县三川镇天观场赵思珍农资店 赵思珍 苍溪县三川镇天观场 156 号

107 苍溪县三川镇万春农资店 何万春 苍溪县三川镇天观场 56 号

108 苍溪县中土镇杰宗农资经营部 宋杰宗 苍溪县中土镇同心街 16 号

109 苍溪县中土镇黄安德农资门市部 黄安德 苍溪县中土镇麻溪街 19 号

110 苍溪县运山镇苏春华农资门市部 苏春华 苍溪县运山镇玉星街 98 号

111 苍溪县石门秦小英农资门市部 秦小英 苍溪县石门乡石门场学堂街 32 号

112 苍溪县文昌镇余仕凯农资经营部 余仕凯 苍溪县文昌镇文昌场北街 91、9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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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经营者名称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经营地址 备注

113 苍溪县文昌镇向勇农资门市部 向 勇 苍溪县文昌镇文昌场白果树街 21 号

114 苍溪县文昌镇马小刚农资门市部 马小刚 苍溪县文昌镇文昌场柴巷子街 13 号

115 苍溪县文昌镇赵清华农资门市部 赵清华 苍溪县文昌镇文昌场市场街 28 号

116 苍溪县陈正慧农资经营部 陈正慧 苍溪县云峰镇王渡场 89、91 号

117 苍溪县石门乡王心军农资门市部 王心军 苍溪县石门乡龙兴路 29 号

118 苍溪县龙山镇华杰农资销售中心 赵华杰 苍溪县龙山镇白马街 109 号

119 苍溪县龙山镇付德华放心农资店 彭雪梅 苍溪县龙山镇龙山场白马街 36 号

120 苍溪县白驿镇李鸣农资经营部 李 鸣 苍溪县白驿镇老街 98 号附 1号

121 苍溪县三川镇张荣农资门市部 张 荣 苍溪县三川镇新街 69 号

122 苍溪县谭雅楠农资经营部 谭雅楠 苍溪县陵江镇金垭村六组

123 苍溪县鸿升农药经营部 王林森 苍溪县元坝镇中土场 286 号

124 苍溪县徐秀林农资经营店 徐秀林 苍溪县陵江镇回水场

125 苍溪县鸿霞农资门市部 李 霞 苍溪县陵江镇回水移民街 42 号

126 苍溪县歧坪镇庄稼门诊 宋晓容 苍溪县歧坪镇新兴南路 53 号

127 苍溪县王伟农资经营部 王 伟 苍溪县陵江镇六槐场 25 号

128 苍溪县八庙镇寇勋农资门市部 寇 勋 苍溪县八庙镇八庙场街 220 号

129 苍溪县雍河乡候开贵农资店 候开贵 苍溪县雍河场 66 号

130 苍溪县元坝供销合作社 孙永吉 苍溪县元坝镇

131 苍溪县浙水李在勋副食门市部 李在勋 苍溪县浙水乡红旗村四组

132 苍溪县白鹤乡邓绍华农资经营部 邓绍华 苍溪县白鹤乡伏公场 266、268 号

133 苍溪县八庙镇文学农资经营店 任文学 八庙镇玉皇观社区 180 号

134 苍溪县田丰农资经营部 王雪华 陵江镇汉昌路 291 号

135 苍溪县元坝镇李咸坪农资门市部 李咸坪 元坝镇张王场东街 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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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经营者名称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经营地址 备注

136 苍溪县东溪镇骏鹏农资 李政勇 东溪镇人民东路上段 78 号

137 苍溪县东青镇友志农资门市部 王友志 东青镇东岳街 239 号

138 苍溪县八庙镇陈万凯农资门诊部 陈万凯 苍溪县八庙镇八庙场 37 号

139 苍溪县白驿镇正林化肥专卖店 陈正林 苍溪县白驿镇万安场

140 苍溪县河地乡伍文通农资门市部 伍文通 河地乡地干村

141 苍溪县东青镇王春龙农资店 王春龙 东青镇寻乐路 78 号

142 苍溪县元坝镇邓利民农资门市部 邓利民 元坝镇张王场

143 苍溪县云峰镇陈小英农资经营部 陈小英 苍溪县云峰镇烟峰楼社区官山街

144 苍溪县五龙镇五石农资经营部 王晓燕 苍溪县昌龙路南段 296 号

145 苍溪县永巨兽药经营部 何侃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中段 99 号

146 苍溪县盛牧兽药经营部 王德琼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中段 66 号

147 苍溪县山鑫兽药经营部 罗宗全 苍溪县歧坪镇歧坪场

148 苍溪县弘健兽药经营部 李健梅 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路 67 号

149 苍溪县兽康兽药经营部 马小平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中段 559 号

150 四川省苍溪漓山粮油有限公司 陶启乾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下段 488 号

151 四川食为天农业有限公司 韩晓东 苍溪县经济开发区紫云工业园紫云路

152 苍溪县猕猴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梁兴玉 苍溪县陵江镇肖家坝大道 215 号

153 四川省苍溪县面业有限责任公司 王锦 苍溪县陵江镇汉古街 10 号

154 苍溪县七星食品有限公司 周正平 苍溪县工业集中发展区紫云工园

155 四川欣鸿宇食品发展有限公司 魏海锐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经济开发区紫云工业园猕

都大道红云街 2 号

156 苍溪县博胜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邓舒 苍溪县石门乡中梁村六组

157 苍溪恒川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李林忠 苍溪县东青镇中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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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经营者名称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经营地址 备注

158 四川省金兔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谢琼华 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西街 59 号

159 四川红驰农机制造有限公司 刘华 苍溪县歧坪镇市场街

160 苍溪县吉丰农业机械技术服务中心 曹筱琳 苍溪县陵江镇三清村一组

161 苍溪县鑫悦农机有限责任公司 马锐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中段 449 号

162 苍溪县明阳农机有限责任公司 俞兵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中段 168 号

163 苍溪县博胜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邓舒 苍溪县石门乡中梁村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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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2 年双随机抽查计划
序号 监管计划名称 监管对象 检查比例 检查频次 检查时间 责任单位

1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
农产品生产、经营、收储、运输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
3% 1 次 2022.04-2022.11

农产品质量监管与

品牌培育股

2
对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地域范围、标志

使用的监督检查
地理标志使用人 10% 1 次 2022.04-2022.11

农产品质量监管与

品牌培育股

3
对绿色食品及绿色食品标志的监督检

查
绿色食品标志使用人 3% 1 次 2022.04-2022.11

农产品质量监管与

品牌培育股

4
对农作物种子（含草种）生产、经营、

质量的监督检查
种子生产、经营企业及个人 3% 1 次 2022.07-2022.11 优质粮油股

5 对肥料的监督检查 肥料生产、经营企业及个人 3% 1 次 2022.07-2022.11 优质粮油股

6 对农药经营监督检查 农药经营企业及个人 3% 1 次 2022.06-2022.11 植物保护站

7 植物检疫检查 种子、苗木和其他材料等繁育、生产、经营单位或个人 3% 1 次 2022.07-2022.11 执法一中队

8 种畜禽生产经营监督抽查 从事种畜禽生产经营的单位等 3% 1 次 2022.07-2022.11 畜牧兽医股

9 对饲料、饲料添加剂进行监督检查 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经营企业及个人 3% 1 次 2022.07-2022.11 饲料兽药股

10 对兽药的监督检查 兽药生产、经营的企业及个人 10% 1 次 2022.07-2022.11 饲料兽药股

11 对生猪屠宰活动的监督检查 生猪定点屠宰企业 50% 1 次 2022.07-2022.11 饲料兽药股

12 对水产苗种生产的监管 水产苗种生产的生产者 10% 1 次 2022.02-2022.09 渔业渔政管理股

13 对渔业的监督检查 水产品生产、经营企业及个人 3% 1 次 2022.02-2022.09 渔业渔政管理股

14 对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监督检查 水生野生动物养殖、经营利用企业及个人 3% 1 次 2022.02-2022.11 渔业渔政管理股

15 对动物防疫的监督检查
从事动物饲养、屠宰、经营、隔离、运输以及动物产品

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的企业及个人
10% 1 次 2022.05-2022.11 执法二中队

16 对农业机械的安全监督检查 农业机械生产经营企业及个人 3% 1 次 2022.07-2022.11 农机化股

17 对拖拉机驾驶培训机构的监督检查 从事拖拉机驾驶培训业务的结构 3% 1 次 2022.07-2022.11 执法三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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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苍溪县农业农村局行政执法文书样式、行政执法案卷评

查制度

农业部关于印发《农业行政执法文书制作规范》

农业行政执法基本文书格式的通知（农政发〔2012〕3 号）

广元市司法局印发《关于印发行政执法案卷评查标准的通知》

(广司发〔2022〕16 号)

九、苍溪县农业农村局上年度双随机抽查结果、行政许可和

处罚决定、上年度本机关行政执法数据总体情况

（一）上年度本机关行政执法数据总体情况

1.双随机抽查：开展双随机检查 2 次，检查市场主体等 4 户；

2.行政许可：申请总数 92 件，予以许可 92 件；

3.行政处罚：作出决定 28 件，罚没金额 8.6721 万元；

4.行政检查：198 次。

（二）上年度本机关行政执法结果公示

1.双随机抽查结果公示：

苍溪县农业农村局 2021 年“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情况公示

（共 2 次）-政务信息-苍溪县人民政府

2.行政许可决定公示：

苍溪县农业农村局 2021 年度行政许可信息汇总表（共 2 次）

-政务信息-苍溪县人民政府

3.行政处罚决定公示：

苍溪县农业农村局 2021 年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共 4 次）-

政务信息-苍溪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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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苍溪县农业农村局实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方案

遵照执行《苍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苍溪县全面落实

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

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苍府办发〔2019〕2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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