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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人民防空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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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溪县人民防空办公室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解放路 320 号

邮编:628400 电话（传真）0839-5227521

（二）行政执法机构设置 1 个：

业务股

主要职责：组织宣传和贯彻国家及省人民防空法律、法规，

起草人民防空有关规范性文件；组织开展人民防空行政执法工

作；负责办理本办行政复议、应诉和其他法律性事务；负责本办

规范性文件、重大执法案件决定、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工

作；承担人防系统的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治理的组织推进

工作；依法查处人防工程违法行为，并负责人防工程及设施毁损

的追偿工作；对涉及人防通信警报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依据相

关授权，查处人民防空重大案件；承担本办权限内行政审批事项

的统一受理、组织办理、发证等具体工作。推进本系统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负责本机关“放管服”改革工作。承担本机关政务服

务事项的清理和纳入电子政务平台的工作，推进行政权力依法规

范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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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室负责人：郑 鉴 联系电话：0839-5227521

二、苍溪县人民防空办公室行政执法人员清单

序号 姓名 证件编号

1 赵 虎 23070180021

2 郑 鉴 23070180022

3 李彩霞 23070180023

4 王 力 23070180024

三、苍溪县人民防空办公室行政执法权力、责任清单

见四川政务服务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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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czwfw.gov.cn/jiq/front/item/bmft_index?dept

Code=67578664-6&areaCode=510824000000

四、苍溪县人民防空办公室重大行政执法审核目录清单（共

5 项）

http://www.sczwfw.gov.cn/jiq/front/item/bmft_index?deptCode=67578664-6&areaCode=510824000000
http://www.sczwfw.gov.cn/jiq/front/item/bmft_index?deptCode=67578664-6&areaCode=51082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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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种类 重大执法决定具体事项 法律依据 权利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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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侵占、不按国家规定
修建人防工程、擅自拆
除设备设施、占用人防
通信专用频率等行为的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行政处罚 县人防办

1.现场检查记录；2.调
查询问笔录；3.立案决
定书；4.违法处理事先
告知书；5.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2
符合听证条件的
行政处罚决定

对城市新建民用建筑不
修建防空地下室的行政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行政处罚 县人防办

1.现场检查记录；2.调
查询问笔录；3.立案决
定书；4.违法处理事先
告知书；5.行政处罚听
证通知书。

行政许可

1
撤销行政许可的
决定

撤销拆除人民防空工程
审批的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
二十八条《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防空法〉实施办法》

行政许可 县人防办
1.申请；2.证明文件及
资料。

2
撤销行政许可的
决定

撤销应建防空地下室的
民用建设项目报建审批
的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
空法〉实施办法》

行政许可 县人防办
1.申请；2.证明文件及
资料。

3
撤销行政许可的
决定

撤销人民防空警报设施
拆除审批的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
空法〉实施办法》

行政许可 县人防办
1.申请；2.证明文件及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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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苍溪县人民防空办公室行政执法（监督信息）救济

渠道、行政执法责任制

（一）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方式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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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救济途径

（1）行政复议

部门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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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二：广元市人防办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苗园路 100 号 邮编 628017

电话 0839-3308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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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投诉举报的方式、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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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行政执法责任制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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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国办发〔2005〕37号）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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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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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5.《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6.《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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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苍溪县人民防空办公室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标准

四川省人民防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实施标准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适用条件

（处罚层级分类）
裁量幅度

行政处罚权限

（执法单位、程序）
备 注

1

对侵占、不按国家规定修

建人防工程、擅自拆除设

备设施、占用人防通信专

用频率等行为的行政处

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防空法》第四

十九条（一）至（七）

款。

警告、并责令限期

改正违法行为、罚

款、依法赔偿损失。

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

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

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

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

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

的罚款；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由所在县（市、区）人

防执法人员及相关部门

提出处罚意见，报所在

县（市、区）人防办主

管领导批准后，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

2
对城市新建民用建筑不修

建防空地下室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防空法》第四十

八条。

警告、限期修建、

罚款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

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

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

期修建，可以并处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

由所在县（市、区）人

防执法人员及相关部门

提出处罚意见，报所在

县（市、区）人防办主

管领导批准后，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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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苍溪县人民防空办公室随机抽查事项清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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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2项）

苍溪县人民防空办公室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抽查事项名称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备注

1

对城市和重要经

济目标的人民防

空建设进行监督

检查

县人防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

法》第十七条条、 《 四川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

法＞实施办法》第九条

水电站、粮食储备库、广

电、燃气、电力、通讯等

单位

民用建筑项目、经

济目标的报批资

料、建筑实体

2

对人民防空工程

的质量和维护管

理进行监督检查

县人防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

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五条

防护设备厂家资质审查、

建筑主体隐蔽工程质量监

督；公共、单位工程，疏

散干道的维护管理使用的

隶属和使用单位

民用建筑项目报

批资料、建筑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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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2年双随机抽查计划

检查对象 检查依据 执行科室
检查

比例

检查

频次
初步检查时间 备注

全县在建

人防工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

空法》第十七条条、《 四

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防空法＞实施办法》第

九条

业务股 70% 1 2022.02-2022.12

全县已竣工

人防工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

空法》第十七条条、《 四

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防空法＞实施办法》第

九条

业务股 70% 1 2022.03-2022.12

全县重要经

济目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

空法》第十九条、第二十

五条

业务股 70% 1 2022.08-2022.12

抽查工作注意事项：每年随机抽查事项不低于抽查事项总数的 50%，抽查对象不少于全部

抽查对象的 70%。原则上同一年度对同一管理对象的抽查次数不超过 2次。对社会关注度高、

被投诉举报多、有严重违纪违规记录、失信等级高的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适度提高抽查比

例和频次。检查前三天，随机抽取检查人员和检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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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查对象名录库

苍溪县人民防空办公室人防市场主体名录库

主体名称(*) 主体类型 经营范围 法定代表人 行业门类 行政区域

苍溪县城乡建设投资公司 企业 城乡建设投资 戚 锐 建筑业 苍溪县

苍溪广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马雪华 建筑业 苍溪县

四川广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吴 穷 建筑业 苍溪县

苍溪县佳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冯 斌 建筑业 苍溪县

四川锦城嘉鑫房地产开发公司 企业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孙小虎 建筑业 苍溪县

苍溪明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张茗嘉 建筑业 苍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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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天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江英超 建筑业 苍溪县

苍溪承阳置业有限公司 企业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马元英 建筑业 苍溪县

苍溪中学 事业单位 初（高）中学历教育 姚成 学 校 苍溪县

苍溪实验中学 事业单位 实施初（高）中学历教育 刘军 学 校 苍溪县

苍溪县人社局 行政单位 邢小川 行政单位 苍溪县

苍溪县人民医院 事业单位 医疗与预防保健服务 史建林 事业单位 苍溪县

苍溪县妇幼保健院 事业单位 医疗与预防保健服务 汪映龙 事业单位 苍溪县

苍溪县中医院 事业单位 医疗与预防保健服务 高本岭 事业单位 苍溪县

苍溪县公安局 行政单位 罗琨 行政单位 苍溪县

县文化旅游和体育局 行政单位 莫冬明 行政单位 苍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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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苍溪县人民防空办公室行政执法文书样式、行政执

法案卷评查制度

(一)广元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规范人民防空行

政执法文书的通知》（广人防办〔2022〕28 号）

(二)《四川省行政执法文书标准》《四川省行政执法流

程标准》（2021 年 1 月）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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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人民防空办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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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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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次，检查市场主体等

7 个；

2.行政许可：申请总数 65 件，予以许可 65 件；

3.行政处罚：作出决定 1 件，罚没金额 3 万元。

十、苍溪县人民防空办公室 2022 年开展行政执法“三

项制度”实施方案

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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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

本办《2022 年开展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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