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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应急管理局

集中更新行政执法公示内容

一、苍溪县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主体

（一）行政执法主体 1 个：苍溪县应急管理局

地址:四川省苍溪县陵江镇肖家坝大道 1 号

邮编:628400

电话 0839-5222850

传真:0839-6091015

（二）行政执法机构设置：

1．苍溪县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本行政区域直

接监管范围内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查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工

作和重大危险源监控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执法监察，组织、指导

乡镇安全生产巡察和委托执法工作，受理有关安全生产的举报。

负责人：李强；联系电话：18308366293

2．法规宣教股。 组织拟订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地震灾害

防御、消防等政策措施。承担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地震灾害防

御和防灾减灾救灾新闻宣传、舆情应对、文化建设等工作,承担

公众知识普及工作,承担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应

急救援社会动员工作。负责机关和直属事业单位干部教育培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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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指导应急救援队伍教育训练。负责应急管理、安全生产方面

培训机构监督管理工作,组织、指导和监督管理全县应急管理、

安全生产培训工作。承担机关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和其他法律性

事务。负责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备案工作。负责行政执法

监督工作。承担本系统权责清单制度建设、动态调整等工作。牵

头协调推进本系统“放管服”改革,承担审批服务便民化有关工

作。牵头清理规范本系统审批服务事项,规范行政审批过程,集中

承担县本级有关审批服务事项的受理、审批等工作,推进一体化政

务服务平台建设。组织实施集中审批的有关业务培训指导工作。

负责人：唐藜；联系电话：15808393007

3．防灾减灾股。 组织编制城镇、农村、森林消防工作规划

并推进落实。建立重大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和评估论证机制,

拟订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制度,承担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工作,

建立全县减灾协调工作机制,承担自然灾害综合风险与减灾能力

调查评估工作。负责对地震灾害防御监督管理工作,依法监督检

查地震监测设施和观测环境保护、工程建设抗震设防等工作,负

责工程建设地震安全性评价监督管理。指导协调重要江河湖泊和

重要水工程实施防御洪水、抗御旱灾调度以及应急水量调度、相

关部门森林火灾、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监督指导重要江河防汛工作。

负责人：张艳民；联系电话：13808126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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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全生产综合协调股。 依法依规指导协调和监督检查

有专门安全生产主管部门的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依

法承担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监督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情

况,负责事故举报信息处置工作。承担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的调

查评估工作,负责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地震灾害防御、防灾减

灾救灾统计分析,负责推进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诚信体系建

设。组织协调全县性安全生产检查以及专项督查、专项整治等工

作,组织实施安全生产巡查、考核工作。

负责人：黎波；联系电话：18781234024

5．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股。 负责化工(含石油化工)、医药、

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依法监督检查相

关行业生产经营单位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情况及其

安全生产条件、设施设备安全情况。承担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

理综合工作,指导并监督管理危险化学品登记。承担非药品类易

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工作。

负责人：刘锐；联系电话：18284976226

6．安全生产基础管理股。负责非煤矿山(含地质勘探)、石

油(炼化、成品油管道除外)、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

纺织、烟草、商贸等工矿商贸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依法

监督检查工矿商贸企业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情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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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安全生产条件、设施设备安全情况。监督指导工矿商贸企业安

全生产标准化、双重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等工作。

负责人：李兴迪；联系电话：18783451973

7.救灾与物资保障股。承担灾情核查、损失评估、救灾捐赠

等灾害救助工作,拟订县级应急物资储备规划和需求计划,组织

建立应急物资共用共享和协调机制,组织协调重要应急物资的储

备、调拨和紧急配送,管理、分配中央、省、市下拨和县级救灾

款物并监督使用,会同有关方面组织协调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

众、因灾毁损房屋恢复重建补助和受灾群众生活救助。

负责人：王容；联系电话：13981213833

8.应急救援股。承担建立应急协调联动机制,拟订事故灾难

和自然灾害分级应对制度。负责发布预警和灾情信息。承担全县

应对灾害指挥部综合性工作,负责推进指挥平台对接工作,提请

衔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应急救援工作。组织协调地震、地质

灾害应急准备、应急响应,承担应急值守、政务值班等工作,负责

事故灾难和自然灾害信息的接收、研判、综合、报送和分转。统

筹应急预案体系建设,组织编制综合应急防灾减灾预案和安全生

产类、自然灾害类专项预案并负责各类应急预案衔接协调,拟订

防汛抗旱、地震、地质灾害、森林火灾应急预案,承担预案演练

的组织实施和指导监督工作,承担县级应对灾害指挥部的现场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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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保障工作。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和规定负责消防、森林火灾扑救、

抗洪抢险、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生产安全事故救援等专业应急

救援力量建设,依法依规统筹指导各地及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和保

障能力建设。负责组织水旱灾害、地震、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

援工作,组织和指导火灾扑救工作。组织参与对外应急救援工作。

负责人：罗映平；联系电话：15883537899

二、苍溪县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人员清单

序号 姓名 证件编号

1 赵刚 23070124006

2 杨军云 23070124007

3 梁媛 23070124028

4 李强 23070124030

5 李朝新 23070124008

6 赵永红 23070124004

7 赵彬 23070124005

8 李佳谋 23070124022

9 杨剑 23070124023

10 张艳民 23070124026

11 黎波 23070124027

12 梁仕勇 23070124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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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史明华 23070124032

14 刘锐 23070124033

15 张琴 23070124034

16 韩峦 23070124037

17 唐玲华 23070124038

18 罗映平 23070124039

19 余勇 23070124040

20 王容 23070124042

21 杨才永 23070124045

22 李明 23070124046

23 张旭 23070124048

24 李兴迪 23070124051

25 冯小玲 23070124052

26 范陶陶 23070124053

27 杨华珺 23070124056

28 赵衡 23070124057

29 赵江 23070124058

30 陈孝红 23070124059

31 陈航 23070124060

32 唐藜 23070124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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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韩双 23070124062

34 刘小龙 23070124063

三、苍溪县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权力、责任清单

四川政务服务网、广元市人民政府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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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应急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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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严重违法行为拟给予责令停产停业整顿、责令停产停

业、责令停止建设、责令停止施工处罚决定的；

2．对严重违法行为拟给予吊销许可证、撤销有关执业资格

或岗位证书处罚决定的；

3．对非经营活动中公民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或者没收财产

2000 元以上，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或者没收

财产 2 万元以上；对在经营活动中的个人罚款 2 万元以上，生产

经营单位罚款或者没收财产 5 万元以上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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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案情复杂、群众投诉举报反响强烈或在当地造成较大社

会影响的重大行政处罚案件；

5．涉嫌犯罪需要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行政处罚案件；

6．其他需要集体研究的行政处罚案件。

（三）行政强制：

1．对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设施、

设备、器材以及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的危险物品

予以查封或者扣押，对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危险物品的

作业场所予以查封；

2．通知有关单位停止供电、停止供应民用爆炸物品等措施，

强制生产经营单位履行决定。

3．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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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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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事人对本机关实施的行政执法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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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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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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应急管理局法规宣教股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肖家坝大道 1 号文广中心

8 楼

电话：0839-609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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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应急管理厅行政执法监督管理办法》（川应急函

〔2019〕30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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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令 495 号）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监察部令第 18 号）

六、苍溪县应急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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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民政府令第278号）

《四川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权力裁量标准》（川安监〔2017〕

91 号）

七、苍溪县应急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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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抽查依据 责任股室

1

对生产经营单位

执行有关安全生

产的法律、法规

和国家标准或者

行业标准的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

生产经营单位

生产经营单位是

否按规定取得相

应许可证及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

法律法规等落实

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

六十二条、第六十

五条；《四川省安

全生产条例》第五

十四条；《安全生

产违法行为行政

处罚办法》等

县应急管理综合

行政执法大队、

应急救援股、防

灾减灾股、安全

生产综合协调

股、危险化学品

安全监管股、安

全生产基础管理

股、法规宣教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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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2 年双随机抽查计划

抽查计划

名 称
抽 查 事 项 检查对象

检查方

式

抽查

比例

其他

参与部门

检查

时间

企业安全
生产情况

抽查

企业是否按规定取得
相应许可证及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法律法规
等落实情况

全县工业等
重点企业

现场、
书面

30%
县市场监管局、县经
信局、县生态环境局

2022 年
10月底前

（三）双随机检查对象名录库

序号 企业名称 地 址
负责人

姓 名
电话号码

1 苍溪衡源食品有限公司 紫云工业园区 刘衡 18981228507

2 苍溪县峻绿食品有限公司 广元市苍溪县紫云工业园区 牛耀彩 13980156506

3 四川兴食尚科技有限公司 紫云工业园区 任超 15196105897

4 苍溪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古梁村 招华任 13881030257

5 苍溪县森华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漓江镇土鲤社区 李建强 17781856866

6 四川省双喜家居有限公司 太平二组 周正喜 18981205120

7 苍溪县四源木业有限公司 江南村五组 李忠眩 13808126547

8 苍溪县佳运粮油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下段（武当

工业园区）
刘福映 15183969581

9 苍溪县七星食品有限公司
苍溪县工业集中发展区紫云工业

园
周正平 18908126222

10 苍溪县亚泰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东段 陶勇 15283922913

11 四川欣鸿宇食品发展有限公司
苍溪县工业集中发展区紫云工业

园
魏海瑞 13990809379

12 苍溪县梨山特种玻璃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古梁

路 16 号
谢继军 13881286658

13 苍溪县元坝用城米厂 苍溪县元坝镇市场街 况用城 13808125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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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苍溪县金农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歧坪镇新兴路下段 78 号 谭曙光 5752023

15 广元市金信建材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古梁社区第三居民

小组
陈光堂 13881299336

16 苍溪县骐良建材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古梁村 陶旭 18283995652

17 四川钧燕建材有限公司
四川苍溪经济开发区古梁工业园

（古梁村三组）
孙泽军 18908126009

18 四川省鑫大鑫混凝土有限公司 元坝镇天井村 5 组 张泽兰 13980068652

19 四川君宜达建材有限公司 苍溪县云峰镇石家坝二组 熊绍杰 13980311319

20 苍溪县华宇建材厂 苍溪县陵江镇船山村二、五组 赵均才 13880584491

八、苍溪县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文书样式、行政执法案卷评

查制度

1. 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手册（2021 年版）》；

2.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制作清单（2021 年版）；

3.《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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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应急管理局上年度本机关行政执法数据总体情

况、上年度行政许可和处罚决定

（一）上年度本机关行政执法数据总体情况:

苍溪县应急管理局 2021 年度行政许可 302 件，行政处罚公

示 37 件，罚未金额 135.2 万元。行政强制 6 件。行政检查 131

次。

（二）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决定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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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可公示

苍溪县应急管理局 2021 年 9 月烟花爆竹零售许可公示-政府

信息公开-苍溪县人民政府

https://www.cncx.gov.cn/gongkai/show/20210906110038

872.html

苍溪县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零售许可公示-政府信息公开-

苍溪县人民政府

https://www.cncx.gov.cn/gongkai/show/20210916123308

984.html

苍溪县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零售许可公示（10 月）-政府信

息公开-苍溪县人民政府

https://www.cncx.gov.cn/gongkai/show/20211015163255

875.html

苍溪县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零售许可公示（10.27）-政府信

息公开-苍溪县人民政府

https://www.cncx.gov.cn/gongkai/show/20211101093818

353.html

行政处罚公示

苍溪县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苍溪）应急罚〔2021〕

大队 1 号-政府信息公开-苍溪县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苍溪县

https://www.cncx.gov.cn/gongkai/show/20210906110038872.html
https://www.cncx.gov.cn/gongkai/show/20210906110038872.html
https://www.cncx.gov.cn/gongkai/show/20210916123308984.html
https://www.cncx.gov.cn/gongkai/show/202109161233089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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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

https://www.cncx.gov.cn/gongkai/show/20210226162425

984.html

苍溪县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苍溪）应急罚〔2020〕

A06 号-政府信息公开-苍溪县人民政府

https://www.cncx.gov.cn/gongkai/show/20210226162438

558.html

苍溪县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苍溪）应急罚〔2020〕

大队 121 号-政府信息公开-苍溪县人民政府

https://www.cncx.gov.cn/gongkai/show/20210226162446

046.html

苍溪县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公示（2021.3.31）-政府信息公

开-苍溪县人民政府

https://www.cncx.gov.cn/gongkai/show/20210401174142

114.html

苍溪县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公示（20210412）-政府信息公

开-苍溪县人民政府

https://www.cncx.gov.cn/gongkai/show/20210415113641

096.html

苍溪县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公示（2021.7.9）-政府信息公

开-苍溪县人民政府

https://www.cncx.gov.cn/gongkai/show/20210714175320

https://www.cncx.gov.cn/gongkai/show/20210226162425984.html
https://www.cncx.gov.cn/gongkai/show/20210226162425984.html
https://www.cncx.gov.cn/gongkai/show/20210226162438558.html
https://www.cncx.gov.cn/gongkai/show/20210226162438558.html
https://www.cncx.gov.cn/gongkai/show/20210226162446046.html
https://www.cncx.gov.cn/gongkai/show/20210226162446046.html
https://www.cncx.gov.cn/gongkai/show/20210401174142114.html
https://www.cncx.gov.cn/gongkai/show/20210401174142114.html
https://www.cncx.gov.cn/gongkai/show/20210415113641096.html
https://www.cncx.gov.cn/gongkai/show/20210415113641096.html
https://www.cncx.gov.cn/gongkai/show/202107141753209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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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5.html

苍溪县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公示（20210719）-政府信息公

开-苍溪县人民政府

https://www.cncx.gov.cn/gongkai/show/20210720155819

871.html

苍溪县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公示（2021.8.11）-政府信息公

开-苍溪县人民政府

https://www.cncx.gov.cn/gongkai/show/20210816150806

182.html

十、苍溪县应急管理局实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方案

遵照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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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ncx.gov.cn/gongkai/show/20210714175320935.html
https://www.cncx.gov.cn/gongkai/show/20210720155819871.html
https://www.cncx.gov.cn/gongkai/show/2021072015581987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