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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审计局
集中更新行政执法公示内容

一、苍溪县审计局行政执法主体

（一）行政执法主体 1 个：苍溪县审计局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滨江路中段 39 号

邮编:628400 电话（传真）：0839-5222325

（二）行政执法机构设置 8 个：

1.财政审计股

主要职责：负责审计县本级预算执行、决算草案和其他财政

收支审计；组织审计县级各部门（含直属单位）和乡镇人民政府

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以及其他财政收支；负责与县人大协调联系

有关审计业务工作。

股室负责人：杨燕 联系电话：0839-5227515

2.经济责任审计股（政策跟踪审计股）

主要职责：组织实施对县管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及国有企事业

单位主要领导人员的经济责任审计；承担县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

席会议的有关工作。组织实施对国家、省、市、县有关重大政策

措施贯彻落实情况的跟踪审计工作，承担相关业务审计或专项审

计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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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室负责人：邓帅 联系电话：0839-5721158

3.固定资产投资审计股

主要职责：组织审计县政府投资、以县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

项目以及其他关系到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重大公共工程项目。

股室负责人：王天文 联系电话：0839-5220341

4．行政事业审计股

主要职责：组织审计县委工作机关、县人大机关、县政协机

关和有关群团组织及其直属单位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

组织审计县政府有关部门（单位）、县级事业单位、政法机关及

其直属单位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开展相关专项资

金审计（调查）。

股室负责人：宋晓玲 联系电话：0839-5227556

5．农业农村审计股

主要职责：组织审计农业农村、扶贫开发以及其他相关公共

资金和建设项目。

股室负责人：王维军 联系电话：0839-5227057

6.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审计股

组织开展县管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及其他单位主要负责人自

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以及自然资源管理、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与

修复情况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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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室负责人：罗雨 联系电话：0839-5284758

7.电子数据审计股

主要职责：组织实施审计业务电子数据的采集、验收、整理

和综合分析利用。承担对有关部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网络安全、

电子政务工程和信息化项目以及信息系统的审计。负责全局审计

信息化建设。

股室负责人：王海燕 联系电话：0839-5228300

8.社保与企业审计股

主要职责：组织审计县属有关部门和其他单位受县政府及其

部门委托管理的社会保障资金、社会捐赠资金、安全生产和职业

健康财政资金以及其他有关基金、资金的财务收支；组织审计县

属国有及国有资本占控股或主导地位企业的资产、负债和损益以

及财务收支；组织审计县属国有金融机构和县政府规定的国有资

本占控股或主导地位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和损益，县属国有企

业和地方金融机构、国有资本占控股或主导地位的企业和金融机

构境内外资产、负债和损益，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援助、贷款项

目。

股室负责人：丁瑜 联系电话：0839-5227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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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苍溪县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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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小东 23070126054 15 李升 23070126051

2 张小玲 23070126044 16 董东 23070126033

3 王敏 23070126041 17 高毅 23070126035

4 罗明洪 23070126039 18 杨泽忠 23070126021

5 王明军 23070126032 19 张德勇 23070126045

6 何攀 23070126053 20 龙玉雯 23070126047

7 杨燕 23070126043 21 荣俊 23070126022

8 邓帅 23070126042 22 罗钰 23070126037

9 王天文 23070126048 23 蒲正元 23070126055

10 王维军 23070126027 24 闫治臣 23070126046

11 王海燕 23070126031 25 王华 23070126023

12 罗雨 23070126040 26 刘晓琴 23070126030

13 丁瑜 23070126028 27 甘甜甜 23070126025

14 郑晓琼 23070126050 28 寇文露 23070126026

三、苍溪县审计局行政执法权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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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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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苍溪县审计局重大行政执法审核目录清单

序

号
种类 重大执法决定具体事项 法律依据

权力

类别
责任主体 应当提交的审核材料

行政处罚

1

符合听

证条件

的行政

处罚决

定

对被审计单位拒绝或拖延提供与审

计事项有关资料，或者提供的资料不

真实、不完整的，或者拖延、拒绝、

阻碍检查，拒不改正的处罚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审计法》

行政

处罚

县审计局

各业务股

1.案件基本情况；2.相关证

据；3.相关依据；4.重大行

政执法决定建议意见；5.经

过听证的提供听证笔录；6.

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材料；7.

其他相关材料。

2

符合听

证条件

的行政

处罚决

定

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

收支行为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审计法》

行政

处罚

县审计局

各业务股

1.案件基本情况；2.相关证

据；3.相关依据；4.重大行

政执法决定建议意见；5.经

过听证的提供听证笔录；6.

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材料；7.

其他相关材料。

3

符合听

证条件

的行政

处罚决

定

对企业与个人骗取、挪用财政资金以

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

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从无偿使用

的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

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中非法获益，及其他违反规定使用、

骗取财政资金以及其他政府承贷或

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

织贷款行为的处罚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审计法》

行政

处罚

县审计局

各业务股

1.案件基本情况；2.相关证

据；3.相关依据；4.重大行

政执法决定建议意见；5.经

过听证的提供听证笔录；6.

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材料；7.

其他相关材料。

4

符合听

证条件

的行政

处罚决

定

对企业和个人隐瞒应当上缴的财政

收入，截留代收的财政收入，及其他

不缴或者少缴财政收入行为的行政

处罚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审计法》

行政

处罚

县审计局

各业务股

1.案件基本情况；2.相关证

据；3.相关依据；4.重大行

政执法决定建议意见；5.经

过听证的提供听证笔录；6.

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材料；7.

其他相关材料。

5

符合听

证条件

的行政

处罚决

定

对单位和个人违反规定印制财政收

入票据，转借、串用、代开财政收入

票据，伪造、变造、买卖、擅自销毁

财政收入票据，伪造、使用伪造的财

政收入票据监（印）制章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审计法》

行政

处罚

县审计局

各业务股

1.案件基本情况；2.相关证

据；3.相关依据；4.重大行

政执法决定建议意见；5.经

过听证的提供听证笔录；6.

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材料；7.

其他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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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苍溪县审计局行政执法（监督信息）救济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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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提请同级人民政府裁决（有关财政收支的审计决定）

单位：苍溪县人民政府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西段 320 号

电话：0839-5222401

（三）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投诉举报的方式、途径

部门：苍溪县审计局法规审理与内部审计股

地址：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滨江路中段 39 号

投诉电话：0839-5227330

六、苍溪县审计局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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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川省规范行政执法裁量权规定》 （2014 年 5 月

17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 278 号公布）

（二）《四川省审计机关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

（川审发〔2015〕11 号）

七、苍溪县审计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市场主体库、2022

年抽查计划

无

八、苍溪县审计局行政执法文书样式、案卷评查制度

（一）四川省审计厅办公室关于印发《四川省审计机关审计

文件材料立卷归档操作规程》的通知(川审办〔2020〕3 号)

（二）《广元市司法局关于印发行政执法案卷评查标准的通

知》（广司发〔2022〕16 号）

九、苍溪县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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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ncx.gov.cn/news/show/20220105094443122.html

十、苍溪县审计局 2022 年开展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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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办法的通知》（苍府办发〔2019〕2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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