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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经济和信息化局

集中更新行政执法公示内容

一、行政执法主体

行政执法主体 1 个：

苍溪县经济和信息化局

地址:广元市苍溪县紫云工业园区猕都大道1号（眼镜产业园内）

邮编:628400

电话（传真）0839-5222239

行政执法机构设置 1 个：

盐政管理股

主要职责：贯彻落实国家和省食盐专营政策和相关盐业法规

规章；负责组织编制全县盐业行业发展规划，制定产业政策；制

定和组织实施食盐供应应急预案，落实食盐储备制度；负责推动

加快建设食盐电子追溯体系；指导工业盐生产经营企业建立生

产、销售记录制度；负责盐行业的统计、分析，监测盐业行业经

济运行态势，协调处理盐行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股室负责人：刘思怡 联系电话：0839-5222239

二、苍溪县经济和信息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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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希文 23070106093 2 李辉东 23070106082

3 左直强 23070106075 4 李 伟 2307010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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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靳华祥 23070106002 6 刘思怡 23070106081

7 母丽萍 23070106079 8 覃 彦 23070106069

9 何 梅 23070106078 10 孟 涛 23070106001

11 张家智 23070106100 12 邓 斌 23070106092

三、苍溪县经济和信息化局行政执法权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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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经济和信息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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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利

类别

责任

主体

应当提交的审

核材料

行政处罚

1

较大数

额罚款、责

令停止建

设或者责

令停产并

恢复原状

对企业未依法办理

核准手续开工建设或

者未按照核准的建设

地点、建设规模、建

设内容等进行建设；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

当手段取得项目核准

文件的行政处罚（技

术改造类）

《企业投资

项目核准和备

案管理条例》

行政

处罚

项目管

理股

（工业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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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苍溪县经济和信息化局行政执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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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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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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经济和信息化局

地址：苍溪经开区紫云工业园猕都大道 1 号（眼镜产业园内）

投诉电话：0839-522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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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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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府发〔2005〕24 号)

４．《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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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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经济和信息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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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5 月 17 日四

川省人民政府令第 278 号公布）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系统行政执法裁量权标准》

http://jjxxhw.nanchong.gov.cn/zczl/Info.asp?infoi

d=2633

七、苍溪县经济和信息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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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2 项）

1、成品油市场检查

检查依据：《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原油市场管理办法》

检查对象：县内成品油销售公司、各加油站点

检查内容：（一）成品油经营活动情况；（二）成品油零售

经营批准证书是否到期、年检等情况。

2、盐业市场检查

检查依据：国务院令第696号第二十三条第（一）项、第（二）项。

检查对象：涉盐生产经营单位、个人 。

检查内容：（一）食盐经营主体资格是否合法，经营行为是

否规范；（二）采购的食用盐是否从正规渠道购入；（三）食盐

经营主体是否落实采购索票索证、台账登记等管理制度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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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业盐等非食用盐的管理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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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内成品油销

售公司、各加

油站点

《成品油市场管理办

法》、《原油市场管理

办法》

能源与电力股 3% 1 次 2022.09

涉盐生产经营

单位、个人

国务院令第 696 号第二

十三条第（一）项、第

（二）项

盐政管理股 5户 1次 20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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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信等级高的涉盐生产经营单位和人员，适度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检查前

三天，通过机选或摇号等方式，随机抽取检查人员和检查对象。检查情况和

结果由盐政管理股在五日内公示并录入一体化行权平台、市场主体信用信息

共享交换平台，在每季度最后一个月的 20 日前将工作开展情况汇总，经局

领导审签后报县政府办。

（三）检查对象名录库

全县加油站 49 家、个人 37 人

1.中石化巴中石化销售有限公司苍溪县中亿加油站便利店

机构住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麻岭村一组北门大道 91

号 法定代表人：谯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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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川广运集团苍溪有限公司歧坪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

县歧坪镇歧坪场 法定代表人：杜春林

3.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广元销售分公司青茨

垭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岳东镇青茨垭场 法定代表人：刘

迅

4.苍溪县五龙鸿昌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五龙镇五龙场

法定代表人：牟鸿昌

5.苍溪县石马红星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石马镇真武村

4 组 法定代表人：魏桂华

6.苍溪县苍宇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元坝镇 法定代表

人：陈廷胜

7.苍溪县高坡知明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高坡镇双凤五

组 法定代表人：徐知明

8.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广元销售分公司苍溪

陵江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陵江镇杜里村八组 法定代表人：

刘迅

9. 苍溪县漓江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漓江镇清滩村三

组 法定代表人：庹洪泉

10.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广元销售分公司北门

沟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陵江镇麻岭村四组 法定代表人:

刘迅

11.苍溪县云峰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云峰镇云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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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谢廷浩

12.苍溪县文昌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文昌镇石昌村一

组 法定代表人：唐荣

13.苍溪县新观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新观乡向阳村七组

法定代表人：龙建明

14.苍溪县逸洁石油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歧坪镇龙门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杜春林

15.苍溪县中利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

陵江镇红军路西段 148 号 法定代表人：徐丽

16.苍溪县梨博园加油站（普通合伙） 机构住所：苍溪县陵

江镇回水村 法定代表人：何明祥

17.苍溪县石门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石门乡杨河村三组

法定代表人：王道森

18.苍溪县白驿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白驿镇花红村四组

法定代表人：邱秀美

19.苍溪县江岸加油站(普通合伙) 机构住所：苍溪县浙水乡

四坪村五组 法定代表人：林玉坤

20.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广元销售分公司三清

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陵江镇三清村一组 法定代表人：刘迅

21.苍溪县东青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东青镇东光村一组

法定代表人：罗德军

22.苍溪县运山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运山镇文庙村八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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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罗来伟

23.苍溪县石灶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石灶乡石灶场 法

定代表人：冯晓梅

24.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广元销售分公司红军

渡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陵江镇文焕村 法定代表人：刘迅

25.苍溪县龙宇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龙山镇龙山场 法

定代表人：张春燕

26.苍溪县文昌镇白关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文昌镇白岩

观音村五组 法定代表人：蒋碧英

27.苍溪县鸳溪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鸳溪镇 法定代表

人：杨晓玲

28.苍溪县唤马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唤马镇唤马场 法

定代表人：刘汉国

29.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广元销售分公司歧坪

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歧坪镇歧坪场红星路下段 法定代表

人：刘迅

30.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广元销售分公司东溪

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东溪镇场 法定代表人：刘迅

31.苍溪县白桥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白桥镇白桥场 法

定代表人：何刚

32.苍溪县宏洋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东溪镇场 法定代

表人：杨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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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广元销售分公司苍溪

元坝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元坝镇场 法定代表人：刘迅

34.苍溪县东青村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东青镇东青场

法定代表人：罗得瑜

35.四川交投中油能源有限公司广南高速杨家咀右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五龙镇（广南高速 K657 公里苍溪服务区） 法

定代表人：李俊

36.苍溪县岳东加油站(普通合伙) 机构住所：苍溪县岳东镇

岳东场 法定代表人：罗章贵

37.苍溪县三川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三川镇川桥村一组

观音岩 法定代表人：何明德

38.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广元销售分公司五龙

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五龙镇场 法定代表人：刘迅

39.苍溪县青龙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岳东镇青茨垭村六

组 法定代表人：杨翠华

40.苍溪县田菜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田菜乡七一村二组

法定代表人：周尤宝

41.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广元销售分公司龙山

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龙山场 法定代表人：刘迅

42.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广元销售分公司滨

河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陵江镇滨河路 法定代表人：刘迅

43.苍溪县彭店便民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彭店乡彭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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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谭红

44.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广元销售分公司龙王

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龙王镇场 法定代表人：刘迅

45.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广元销售分公司江南

加油站 机构住所：陵江镇群辉社区二组 法定代表人：刘迅

46.苍溪县中土加油站(普通合伙） 机构住所：苍溪县中土

乡裕华村五组 法定代表人：谢廷浩

47.苍溪县白鹤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白鹤乡白鹤场 法

定代表人：张廷祥

48. 四川交投中油能源有限公司广南高速杨家咀左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五龙镇（广南高速 K657 公里苍溪服务区）

法定代表人：李俊

49. 苍溪县月山加油站 机构住所：苍溪县月山乡南华村一

组 法定代表人：董玉荣

全县涉盐生产经营单位 7 家、个人 7 人

1.四川省盐业总公司广元分公司苍溪支公司 机构住所：苍

溪县陵江镇人民东街 117 号 法定代表人：李秀宝

2.苍溪县和通商贸有限公司 机构住所：苍溪县陵江镇汉昌

路 法定代表人：寇含楚

3.苍溪县茗盈副食经营部 机构住所：苍溪县陵江镇种子公

司内 法定代表人：卢明

3.苍溪县顺银副食批发部 机构住所：苍溪县武当二组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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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代表人：罗奎政

4.苍溪县大鹏副食 机构住所：苍溪县武当工业园区 法定代

表人：罗德鹏

5.四川久大蓬莱盐化有限公司苍溪食盐配送点 机构住所：

苍溪县陵江镇汉昌路 15 号 法定代表人：严明

6.成都市中延物流有限公司苍溪食盐配送点 机构住所：苍

溪县陵江镇武当路 42 号 法定代表人：陈文发

7.四川久大盐业有限公司苍溪食盐配送点 机构住所：苍溪

县陵江镇水井湾 法定代表人：赵长杰

八、苍溪县经济和信息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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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二）《四川省行政执法流程标准》（2021 年 1 月）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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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经济和信息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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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户；

2.行政处罚：作出决定 0 件，罚没金额 0 万元。

（二）上年度本机关行政执法结果公示

苍溪县经济和信息化局 2021 年“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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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苍溪县经济和信息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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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