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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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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林业局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江南干道二段 119 号

邮编：628400

电话：0839-6091569

（二）行政执法机构设置 1 个：

森林资源管理股

主要职责：

承担全县森林资源动态监测和考核评价工作。拟订全县森林

资源保护发展的政策措施。编制全县森林资源采伐限额和林地保

护利用规划并监督执行。监督管理全县林地、林木采伐、经营加

工、木材运输工作。组织实施公益林划定和管理工作。组织编制

森林经营规划和森林经营方案并监督实施。承担森林资源管理相

关行政执法工作。综合执法等重大改革工作，组织拟订农村林业

发展的政策措施并指导实施，指导农村林地林木承包经营、流转

管理。承担权责清单制度建设、动态调整等工作。负责相关规范

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开展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承担行政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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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行政应诉、行政复议和听证等有关工作。牵头协调推进“放

管服”改革，承担审批服务便民化工作。组织实施林业生态补偿

工作。指导管理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预测预报和相关行政

执法工作。承担职责范围内安全生产、职业健康等工作。负责森

林防火相关工作。

股室负责人：王永 联系电话：13541972798

二、苍溪县林业局行政执法人员清单

序号 姓 名 证件编号 序号 姓 名 证件编号

1 杨立彬 23070154031 19 张彦林 23070154036

2 欧阳玉瑾 23070154026 20 王永 23070154019

3 张小平 23070154040 21 田英隆 23070154018

4 颜瑞琼 23070154020 22 王强 23070154015

5 刘燕 23070154024 23 莫尚强 23070154045

6 边国元 23070154027 24 罗宏成 23070154035

7 赵健 23070154023 25 李斌 23070154033

8 李辉 23070154010 26 李仲全 23070154025

9 邓琼 23070154029 27 吴春兰 23070154049

10 代军 23070154016 28 李洁 23070154030

11 李建 23070154007 29 杨雄凌 23070154041

12 罗涛 23070154012 30 贾红梅 23070154022

13 刘艳美 23070154013 31 吴星辰 23070154009

14 朱旭东 23070154047 32 赵凤蓉 2307015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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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李军德 23070154017 33 胡均章 23070154034

16 姜开坤 23070154006 34 颜瑞丰 23070154014

17 胡洛之 23070154053 35 尹道刚 23070154032

18 秦和平 23070154008

三、苍溪县林业局行政执法权力、责任清单

见四川政务服务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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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林业局重大行政执法审核目录清单

（一）重大行政许可：

1.经过听证程序的；

2.通过招标、拍卖等方式决定的；

3.变更、撤回、撤销行政许可决定；

4.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本机关负责人认定

的其他重大行政许可事项。

（二）重大行政处罚:

1.责令停产停业;

2.吊销许可证或者证照;

3.经领导批示、媒体曝光、上级督办的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

4.其他需要集体讨论决定的案件。

（三）重大行政强制:

1.查封生产经营场所使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生产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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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难以正常进行的;

2.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本行政机关负责人

认定的其他重大林业行政强制事项。

（四）其它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当事人重大权益或者

社会影响较大的行政执法决定。

五、苍溪县林业局行政执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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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局复议应诉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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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投诉举报的方式、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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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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林业局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标准

《四川省规范行政执法裁量权规定》（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

278 号公布 2014 年 5 月 17 日）

《四川省林业厅关于印发<林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办

法和实施标准>的通知》（川林发〔2009〕99 号）

七、苍溪县林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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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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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共 1 项）

对木材经营加工企业的监督检查

检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森林法实施办法》、《四川省绿化条例》。

检查对象：全县木材经营加工企业

检查内容：合法加工经营情况。是否按规定收购来源合法的

原材料；是否按要求申请产地检疫；库存木材是否具备合法手续；

木质原料收购、木材来料加工、产品核销等“三本台帐”是否规

范建立并按要求实事求是的填写登记；是否有其他违法生产经营

情况。

（二）2022 年双随机抽查计划

2022 年木材加工企业随机监督抽查工作计划表

监督

检查

对象

范围和

数量
检查内容

全 县

木 材

经 营

加 工

企业

全 县 木

材 经 营

加 工 企

业 总 数

的 20%

1、合法加工经营情况。是否按规定收购来源合法的原材料；运输木材及其

制品是否办理木材运输证；是否按要求申请产地检疫；库存木材是否具备合法手

续；木质原料收购、木材来料加工、产品核销等“三本台帐”是否规范建立并按

要求实事求是的填写登记；是否有其他违法生产经营情况。

2、安全生产执行情况。是否按规定设置安全管理机构；是否建立以岗位责

任、人员培训、隐患排查治理、应急救援等安全管理制度；是否按原料堆放区、

原料加工区、成品加工区、成品堆放区、废料堆放区，危化品存放区、危化品作

业区、生活区等设置功能区；是否按要求配备消防设施设备；安全通道是否畅通；

安全用电是否达标；是否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等工作。

3、环保政策执行情况。是否按要求执行环保政策；除尘、除噪设施设备是

否合格；其他污染物是否符合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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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查对象名录库

木材经营加工企业 141 家

序号 单位名称 专业 法定代表人

1 苍溪县天韵木业有限公司 其他林产品加工(实木家具、办公桌椅) 费翔

2 苍溪县森华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加工林板、其他林产品（改材） 李建强

3 苍溪县华盛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 张正杰

4 苍溪县石马场赵道猛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 赵道猛

5 四川中豪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 其他林产品加工（生物质颗粒燃料） 王子豪

6 苍溪县高坡镇刚好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 姚刚

7 苍溪县四源木业有限公司 锯材、半成品加工 李忠眩

8 苍溪县正合诚品商贸有限公司 半成品加工 杨潘

9 四川中伟木业有限公司 半成品加工 杨伟

10 四川省双喜家居有限公司 家俱加工 周正喜

11 苍溪县龙王李友刚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套房系列家俱成品及

半成品、各类改材)
李友刚

12 苍溪县兴龙木业家私
其他林产品加工(套房系列家俱、半成

品改材、原木)
侯武奇

13 苍溪县白鹤乡奉荣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棺材） 李奉荣

14 苍溪县白桥镇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木产品加工（木制成品、半成品、

削片）
梅 勇

15 白桥镇奇奇木材加工厂 木材来料加工；棺材制作及销售 邓清华

16 苍溪县杰华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 赵点华

17 苍溪县白驿镇建骄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机制木炭加工(各类

改材、棺材)
王 兵

18 苍溪县白驿镇勇平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棺材) 张 勇

19 苍溪县白驿镇任成彦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 任成艳

20 苍溪县白驿镇康克义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棺材) 康克义

21 苍溪县东青镇升兴兴旺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木制成品） 寇含坤

22 苍溪县东青镇聚友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木制成品） 向伟均

23 苍溪县东青镇代廷德木材加工点 来料加工 代廷德

24 苍溪县东青镇陈天甫木材加工点 来料加工 陈天甫

25 东青镇向中云木材加工厂 来料加工 向中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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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苍溪县东溪镇兴旺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木材成品、半成品) 向仕才

27 苍溪县东溪镇绿源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木制成品) 徐光钦

28 苍溪县东溪镇顺益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木材成品、半成品) 王怀武

29 苍溪县东溪镇鼎胜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木材成品、半成品) 向梅

30 苍溪县东溪镇红运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木材成品、半成品) 卢朋

31 苍溪县东溪镇青荣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木材成品、半成品) 杨青荣

32 苍溪县双田武明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木材成品、半成品) 温菊芳

33 苍溪县福源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木材成品、半成品) 何树海

34 苍溪县河地乡赵洪全木材加工厂 带锯来料加工 赵洪全

35 苍溪县河地乡博申木业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 王清芳

36 苍溪县河地洪烨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实木家具、雕花） 冯 聪

37 苍溪县双河乡泽勇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棺材成品、半成品) 李泽勇

38 苍溪县唤马镇龙台油木电杆厂 木制电杆加工销售 杨清海

39 苍溪县漓江镇闫平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 闫 平

40 苍溪县茶店木材加工厂 来料加工 旦海英

41 苍溪县蚕丝观木材加工厂 来料加工 樊治平

42 苍溪县铭江木材加工厂 半成品加工、来料加工 杨明江

43 苍溪县四丫梁木材加工厂 来料加工 张玉清

44 益鑫家私 家俱加工 贾文明

45 瑜发加具厂 家俱加工 郭瑜林

46 奉军家俱厂 家俱加工 李奉军

47 蒋树军木材加工厂 家俱加工 蒋树军

48 苍溪县陵江镇荣鑫建材加工厂 来料加工 於友贤

49 苍溪县吉森家具加工厂 半成品加工 李吉成

50 龙山镇赵洪严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棺材成品、半成品) 赵洪严

51 苍溪县龙山镇柏杨才源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棺材成品、半成品) 李元才

52 苍溪县龙山镇新兴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棺材成品、半成品) 张 强

53 苍溪县龙山镇仕远木材加工厂 带锯来料加工 王仕远

54 苍溪县龙山镇赵永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棺材成品、半成品) 赵 永

55 苍溪县龙山镇绍国木材加工厂 带锯来料加工 庞绍国

56 苍溪县龙山镇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 何恒东

57 苍溪县两河木材经营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削片) 侯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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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苍溪县龙王镇豪俱木业 各类实木家具、各类改材 刘照满

59 苍溪县龙王任绍芬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棺材) 任绍芬

60 苍溪县龙王镇李成发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 李成发

61 苍溪县龙王镇文富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木椅、板凳) 刘文付

62 苍溪县龙王镇刘应锦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棺材、木

椅、板凳)
刘应锦

63 苍溪县龙王镇爱华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削片) 伏爱华

64 苍溪县雍河乡武德木材加工房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 杨武德

65 苍溪县雍河乡桃园木材经营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 江 洋

66 苍溪县雍河乡峰槐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 张峰槐

67 苍溪县雍河乡杨永超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 杨永超

68 苍溪县彭店乡庙垭村森旺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 张超

69 苍溪县彭店乡洪光木材加工厂 木制成品、半成品 向林光

70 苍溪县彭店乡徐家湾木材加工厂 木材加工销售 徐洪全

71 苍溪县歧坪镇李大均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棺材) 李大均

72 苍溪县歧坪镇李勇木材家具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实木家具) 李勇

73 苍溪县歧坪侯兴聪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棺材) 侯兴聪

74 苍溪县歧坪镇诚信木业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 李燕华

75 苍溪县歧坪镇刘益先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棺材) 刘益先

76 苍溪县歧坪镇爱国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棺材) 李平昌

77 苍溪县歧坪镇方元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棺材) 刘自全

78 苍溪县歧坪镇福顺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棺材) 夏德均

79 苍溪县歧坪镇兴隆源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实木门、窗) 张雪梅

80 苍溪县桥溪乡白果村桥头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 邓明富

81 苍溪县三川镇欢欢木业 其他林产品加工(实木家俱、实木门) 黄贵德

82 苍溪县三川镇福祥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实木家俱) 史剑功

83 苍溪县三川镇削片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削片) 宋晓梅

84 三川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棺材) 樊中刚

85 苍溪县三川镇天观罗德喜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棺材) 罗德喜

86 苍溪县漓江镇闫平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 闫 平

87 苍溪县石马镇厚元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棺材) 杨厚元

88 苍溪县石马镇老陈木材加工厂 木材加工销售 陈新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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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苍溪县石马镇长贵木材加工厂 木材加工销售 李金华

90 亭子镇福林森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家具制造及销售 陶诗东

91 亭子镇金宝木材加工厂 来料加工、棺木零售 李连松

92 亭子镇成森木材加工厂 来料加工、销售 张勤图

93 苍溪县文昌镇程远洪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棺材) 程远洪

94 苍溪县文昌镇金魁木材加工厂 木材来料加工及销售 雷志敏

95 苍溪县五龙荣华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削片） 伏荣华

96 苍溪县五龙王大贵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 王大贵

97 苍溪县五龙镇祥龙木业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实木家具） 李明华

98 苍溪县五龙勤荣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削片） 罗勤荣

99 苍溪县五龙镇嘉泰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 周尤琼

100 苍溪县五龙镇永华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 庹永华

101 苍溪县五龙镇兴旺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 汪绍继

102 苍溪县五龙镇华兴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棺材） 王利生

103 苍溪县永宁振辉木材加工厂
原木、其他林产品销售、其他林产品加

工（各类改材）
王 敏

104 苍溪县永宁家普木业加工厂
原木、其他林产品销售、其他林产品加

工（各类改材、棺材）
王家普

105 苍溪县永宁镇金宝村徐浩木材加工厂
原木、其他林产品销售、其他林产品加

工（各类改材、棺材）
徐 浩

106 苍溪县永宁镇菊英木材加工厂
原木、其他林产品销售、其他林产品加

工（各类改材、棺材）
孟菊英

107 苍溪县永宁镇荞子坝乡农木材加工厂
原木、其他林产品销售、其他林产品加

工（各类改材、棺材）
王 云

108 苍溪县永宁镇玉文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棺材） 张玉文

109 苍溪县永宁镇俞木匠寿木店 其他林产品加工（棺材） 俞思黄

110 苍溪县永宁镇铭洋木材加工厂 木材半成品收购、加工、销售 黄定财

111 苍溪县鸳溪镇四房村堂明木材加工厂 来料加工（各类改材） 欧堂明

112 苍溪县鸳溪镇学堂村文强木材加工厂 来料加工（各类改材） 张文强

113 苍溪县鸳溪镇成仓家庭农场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棺材） 孙雪梅

114 苍溪县元坝镇星军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 罗星军

115 苍溪县中土镇韩绍谷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棺材) 韩绍谷

116 苍溪县元坝镇李太兴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棺材) 李太兴

117 苍溪县元坝镇火神庙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棺材) 王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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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苍溪县元坝镇蔡泽文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棺材) 蔡泽文

119 苍溪县元坝镇樊明周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棺材) 樊明周

120 苍溪县元坝镇杨吉友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棺材) 杨吉友

121 苍溪县石门乡代术发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棺材) 代术发

122 苍溪县元坝镇李培成木材加工厂 木材加工、销售 李培成

123 苍溪县月山乡熊星明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棺材) 熊星明

124 苍溪县月山乡赵登海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棺材) 赵登海

125 苍溪县月山乡余德中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棺材) 余德忠

126 苍溪县岳东镇星玥木材加工厂 木材加工及销售 姜吉颖

127 苍溪县岳东镇杨开沛木材加工厂 木材加工 杨开沛

128 苍溪县岳东镇双龙木材加工厂 木材加工、木材销售 罗统才

129 苍溪县岳东镇刘华强木材加工厂 木材加工、收购、贩运 刘华强

130 苍溪县云峰镇陈均伟木材加工厂 家具，来料加工 陈均伟

131 苍溪县田彦书木材加工厂 来料加工、家俱料、棺材 田彦书

132 苍溪县华盖木材加工厂 森加工、家俱料、棺材 韩文金

133 母永芬木材加工厂 来料加工 陈仕烦

134 苍溪县运山镇张学安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 张学安

135 苍溪县浙水乡小浙村宏福便民店 来料加工（各类改材） 李朝元

136 苍溪县八庙镇永盛家庭农场 木材加工及销售（棺材） 杜中秀

137 苍溪县黄猫乡卢玉平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 卢玉平

138 龙洞大元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 梁功全

139 苍溪县龙洞乡林鑫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 石秀平

140 苍溪县黄猫乡木材加工点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棺材) 蹇敏德

141 苍溪县龙洞乡龙门木材加工厂 其他林产品加工(各类改材) 曾冬梅

八、苍溪县林业局行政执法文书样式、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

（一）《林业行政处罚案件文书制作管理规定》（2005 年 5

月 27 日国家林业局令第 14 号）

（二）《林业行政处罚法律文书模版》

（三）《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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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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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林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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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次；

2.行政许可：申请总数 603 件，予以许可 603 件；

3.行政处罚：作出决定 53 件，罚没金额 96.3776 万元。

（二）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决定公示

1.双随机抽查结果公示：2021 年“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情

况公示（共 1 次）-政务信息-苍溪县人民政府

2.行政许可结果公示：2021 年度行政许可信息公示（共 1

次）-政务信息-苍溪县人民政府

3.行政处罚决定公示：2021 年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共 1 次）

-政务信息-苍溪县人民政府

十、苍溪县林业局实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方案

比照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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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苍府办发〔2019〕29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