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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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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水利局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干道二段 120 号

邮编:628400 电话（传真）0839-5222801

（二）行政执法机构设置 4 个：

1.政策法规与执法监督股。负责水利行政综合执法监督检查

和组织协调工作，负责水利行政法规政策的宣传，负责局机关规

范性文件的审核管理工作，负责提供政策法律咨询服务，负责协

调处理行政执法中的有关问题，承担本系统的普法工作；负责处

理水利综合行政执法争议，审查和备案全县水利综合行政执法案

件，依法纠正违法、不当水利综合行政执法行为；指导全县水利

综合行政执法体系建设；受理全县水利综合行政执法的信访、投

诉、举报及处理工作。负责水利建设与管理相关业务领域的督查、

稽查、内部审计、安全监督等工作；督促检查水利重大政策、决

策部署和重点工作的贯彻落实情况。

股室负责人：胡华爱 联系电话：13881246220

2.执法一中队。负责嘉陵江流域行使法律法规规章赋予县水

利局及所属机构的行政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职能；承办行

政区域案件和上级及有关部门移交案件的查处及组织协调工作；



— 3 —

依法查处各类水事违法行为和调解各类水事纠纷，对水事纠纷和

违法行为依法作出行政裁定、行政处罚和采取其它行政措施；依

照法律、法规管理和保护水资源、水土资源、保护水域、水工程、

防汛抗旱等水文监测有关设施；负责统筹、协调、指导全县水利

行政综合执法工作；负责全市县水行政执法统计工作；移民后扶

工作中相关执法职能。

股室负责人：张廷鹏 联系电话：18981226845

3.执法二中队。负责东河流域行使法律法规规章赋予县水利

局及所属机构的行政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职能；承办行政

区域案件和上级及有关部门移交案件的查处及组织协调工作；依

法查处各类水事违法行为和调解各类水事纠纷，对水事纠纷和违

法行为依法作出行政裁定、行政处罚和采取其它行政措施；依照

法律、法规管理和保护水资源、水土资源、保护水域、水工程、

防汛抗旱等水文监测有关设施；负责统筹、协调、指导全县水利

行政综合执法工作；负责全市县水行政执法统计工作；移民后扶

工作中相关执法职能。

股室负责人：宁科 联系电话：13881217171

4.执法三中队。负责渠江流域行使法律法规规章赋予县水利

局及所属机构的行政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职能；承办行政

区域案件和上级及有关部门移交案件的查处及组织协调工作；依

法查处各类水事违法行为和调解各类水事纠纷，对水事纠纷和违

法行为依法作出行政裁定、行政处罚和采取其它行政措施；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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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管理和保护水资源、水土资源、保护水域、水工程、

防汛抗旱等水文监测有关设施；负责统筹、协调、指导全县水利

行政综合执法工作；负责全市县水行政执法统计工作；移民后扶

工作中相关执法职能。

股室负责人：杨堃 联系电话：13881286866

二、苍溪水利局执法人员清单

序号 姓名 执法证号 序号 姓名 执法证号

1 靳德志 23070118027 11 张雪芹 23070118041

2 刘 波 23070118021 12 杨丽琴 23070118037

3 李光蓉 23070118035 13 伏丹 23070118032

4 张廷鹏 23070118023 14 黄建民 23070118038

5 宁科 23070118028 15 彭必忠 23070118031

6 杨堃 23070118025 16 程时为 23070118024

7 赵云 23070118034 17 何金洋 23070118026

8 陈太华 23070118022 18 王安平 23070118030

9 王家滨 23070118045 19 马辉 23070118036

10 李明生 23070118040 20 李林奇 23070118033

三、苍溪县水利局行政执法权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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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水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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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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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涉及国家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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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

五、苍溪县水利局行政执法（监督信息）救济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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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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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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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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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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苍溪水利局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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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水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实施标准》（川水发〔2014〕

21 号）

七、苍溪县水利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市场主体库、2022

年抽查计划。

（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共 9 项）

序号 清单名称 抽查事项 检查方法 执行股室 检查时间

1 防汛检查
督促有关部门及时处理影

响安全度汛的有关问题
随机抽查 河管股，流域执法中队 2022.6-2022.12

2 水土保持监督检查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预

防监督
随机抽查

水资源股，流域执法中

队
2022.6-2022.12

3 水资源检查 水资源管理检查 随机抽查
水资源股，流域执法中

队
2022.6-2022.12

4 水利工程检查
对水利工程设施的运行进

行检查
随机抽查

规建股、水利股、水资

源股等，流域执法中队
2022.6-20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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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河道采砂检查 对河道采砂行为进行抽查 随机抽查
河管股（河湖事务中心）

流域执法中队，
2022.6-2022.12

6 水利工程质量检查
管理范围内从事水利工程

建设的单位和个人
随机抽查

规建股、水利股、质监

站、水资源股等，流域

执法中队

2022.6-2022.12

7 农村饮水安全检查
对农村供用水单位的取水、

供水和用水情况进检查
随机抽查 水利股，流域执法中队 2022.6-2022.12

8

检查督促防洪工程设

施的建设和水毁工程

的修复

防洪工程设施的建设和水

毁工程的修复
随机抽查

河管股、水利股，流域

执法中队
2022.6-2022.12

9 水政监督检查 水政检查 随机抽查 政策法规与执法监督股 2022.6-2022.12

（二）市场主体库

1、防汛检查：对其他有防汛抗洪任务的部门和单位进行检

查，涉及全县 31 个乡镇 261 座中小型水库。

2、水土保持监督检查：对 2022 年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的生产

建设项目预防监督检查。

3、水资源检查：对已办理取水许可的 4 处取水工程实施水

资源管理检查。

4、水利工程检查：对全县 261 处中小型水库等水利工程设

施的运行情况进行检查。

5、河道采砂检查：对四川聚宝源投资有限公司河道采砂行

为进行检查。

6、水利工程质量检查：对 2022 年在建水利工程的单位和个

人进行质量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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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农村饮水安全检查：对全县农村供用水单位的取水、供

水和用水情况进监督检查。

8、检查督促防洪工程设施的建设和水毁工程的修复：对2022

年在建防洪工程设施和水毁工程修复质量、进度、安全检查。

9、水政监督检查：对水行政执法单位实施行政检查、行政

处罚、行政强制、执法队伍建设和管理等四方面工作开展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

（三）2022 年抽查计划

抽查事项名称 抽查内容 执行股室 检查比例 检查频次 初步检查时间 备注

防汛检查

督促有关部门及时处理

影响安全度汛的有关问

题

河管股，流域执法中

队
100% 1 2022.6-2022.12

水土保持监督检

查

对 2022 年审批的生产建

设项目水土保持预防监

督

水资源股，流域执法

中队
5% 1 2022.6-2022.12

水资源检查 对全县水资源管理检查
水资源股，流域执法

中队
5% 1 2022.6-2022.12

水利工程检查
对全县水利工程设施的

运行进行检查

规建股、水利股、水

资源股等，流域执法

中队

5% 1 2022.6-2022.12

河道采砂检查
对全县河道采砂行为进

行抽查

河管股（河湖事务中

心）流域执法中队，
100% 1 2022.6-2022.12

水利工程质量检

查

对管理范围内在建水利

工程工程质量进行监督

检查

规建股、水利股、质

监站、水资源股等，

流域执法中队

100% 1 2022.6-2022.12

农村饮水安全检

查

对农全县村供用水单位

的取水、供水和用水情况

进行检查

水利股，流域执法中

队
5% 1 2022.6-2022.12

检查督促防洪工

程设施的建设和

水毁工程的修复

对 2021 年在建的防洪工

程设施的建设和水毁工

程的修复

河管股、水利股，流

域执法中队
100% 1 2022.6-2022.12

水政监督检查 对水政执法工作检查
政策法规与执法监督

股
5% 1 2022.6-2022.12



— 10 —

八、苍溪县水利局行政执法文书样式、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

（一）《四川省行政执法文书标准》（DB51/T2722-2020）

（二）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利部行政许可法律文书格

式的通知》

（三）四川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水行政行政执法文书格式的

通知》(川水函[2014]150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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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水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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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行政检查 134 次。

2．行政许可：申请总数 45 件，予以许可 45 件。

3．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案件 7 件。

（二）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决定公示

行政处罚公示 7 件，苍溪县水利局 2021 年度行政处罚实施

情况统计表-政府信息公开-苍溪县人民政府

苍溪县水利局 2021 年度行政许可实施情况统计表-政府信

息公开-苍溪县人民政府

十、苍溪县水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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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苍府办发〔2019〕2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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