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号

事项
类别

事项
编码

事项
名称

事项
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问责依据

权力
级别

实施
主体

备注

1

行
政
强
制

2100C-00100
-141000

封存有关账
册、资料、
资产，申请
法院冻结存
款

【法律】
《中华
人民共和国
审计法》 第
三十四条
【行政法规
】
《审计
法实施条例
》（国务院
令第571号）
第三十二条

1.发现和受理阶段责任:
审计机关派出审计组在
审计监督中，对发现或
者接到举报被审计单位
转移、隐匿、篡改、毁
弃会计凭证、会计账簿
、财务会计报告以及其
他与财政收支或者财务
收支有关的资料，转移
、隐匿所持有的违反国
家规定取得的资产，审
计组应当报告审计机
关，审计机关予以审
查，决定予以制止和进
一步核查、追责。
2.制止阶段责任：审计
组应当根据审计机关的
决定，立即予以制止，
并及时取得审计证据。
制止有效，不影响审计
实施的采取先行登记保
存措施，不采取封存措
施。情节严重或者制止
无效的，审计机关予以
审查，决定是否进行封
存。
3.封存决定阶段责任：
对被审计单位正在或者
可能转移、隐匿、篡改
、毁弃会计凭证、会计
账簿、财务会计报告以
及其他与财政收支或者
财务收支有关的资料
的，以及被审计单位正
在或者可能转移、隐匿
违反国家规定取得的资
产的，经审计机关负责
人批准，审计人员可以
采取封存措施。在紧急
情况下，审计组报请审
计局主要负责人口头批
准，可以当场予以封存
（随后补制封存通知
书），根据实际情况，
审计机关向人民法院申

1-1.《审计法》第38条
1-2.《审计法实施条例
》
1-3．《审计法》第34条
第1款
2-1．《审计法》第34条
第2款
2-2．《审计机关封存资
料资产规定》（审计署
第9号令）第3条第2款
3-1.《审计机关封存资
料资产规定》（审计署
第9号令）第4条
3-2.《审计机关封存资
料资产规定》（审计署
第9号令）第8条3款
4-1.《审计机关封存资
料资产规定》（审计署
第9号令）第8条第1款
4-2．《审计机关封存资
料资产规定》（审计署
第9号令）第7条
5-1．《审计机关封存资
料资产规定》（审计署

【法律】《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六
十一条
第六十三条
第六十四条
《行政复议法》 第三十
四条
第三十五条
第三十六条
第三十七条
第三十八条
《公务员法》 第五十九
条
第一百零六条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
条例》第十九条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六条
第二十七条
第二十八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
》第三十六条
第三十七条
第三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
法》第六条
第三十八条
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
第四十一条
第四十二条
第五十二条 第二款
第五十三条

市级

临
汾
市
审
计
局

1

行
政
强
制

2100C-00100
-141000

封存有关账
册、资料、
资产，申请
法院冻结存
款

【法律】
《中华
人民共和国
审计法》 第
三十四条
【行政法规
】
《审计
法实施条例
》（国务院
令第571号）
第三十二条

、毁弃会计凭证、会计
账簿、财务会计报告以
及其他与财政收支或者
财务收支有关的资料
的，以及被审计单位正
在或者可能转移、隐匿
违反国家规定取得的资
产的，经审计机关负责
人批准，审计人员可以
采取封存措施。在紧急
情况下，审计组报请审
计局主要负责人口头批
准，可以当场予以封存
（随后补制封存通知
书），根据实际情况，
审计机关向人民法院申
请冻结银行存款。
4.送达执行阶段责任：
审计机关应持送达审计
封存通知书实施封存措
施。采取封存措施，应
当由两名审计人员实
施，并会同被审计单位
相关人员对有关资料或
者资产进行清点，开列
封存清单，双方核对签
名或盖章。
5.事后监管阶段责任：
封存期限届满或者在封
存期限内完成对有关资
料或者资产处理的，审
计人员应当与被审计单
位相关人员共同清点封
存的资料或者资产后予
以退还。封存的期限一
般不得超过7个工作日；
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
的，经审计机关负责人
批准，可以适当延长，
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7
个工作日。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第9号令）第3条第2款
第二十七条
3-1.《审计机关封存资
第二十八条
料资产规定》（审计署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
第9号令）第4条
》第三十六条
3-2.《审计机关封存资
第三十七条
料资产规定》（审计署
第三十八条
第9号令）第8条3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
4-1.《审计机关封存资
法》第六条
料资产规定》（审计署
第三十八条
第9号令）第8条第1款
第三十九条
4-2．《审计机关封存资
第四十条
料资产规定》（审计署
第四十一条
第9号令）第7条
第四十二条
5-1．《审计机关封存资 第五十二条 第二款
料资产规定》（审计署
第五十三条
第9号令）第12条
第五十四条
5-2．《审计机关封存资
第五十五条
料资产规定》（审计署 《国家审计准则》 第
第9号令）第16条
一百七十二条
5-3.《审计机关封存资
第一百七十四条
料资产规定》（审计署
第一百七十六条
第9号令）第14条
第一百七十九条
第一百八十条
第一百八十二条
第一百八十三条
第一百八十四条
第一百八十五条
第一百八十六条
第一百八十七条
第一百九十条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行为。

市级

临
汾
市
审
计
局

2

行
政
强
制

2100C-00200
-141000

暂停拨付与
暂停使用有
关款项

【法律】
《中华
人民共和国
审计法》 第
三十四条
【行政法规
】
《审计
法实施条例
》（国务院
令第571号）
第三十二条
计法》 第三
十四条

1.发现和受理阶段责任:
审计机关派出审计组在
审计监督中，对发现或
者接到举报被审计单位
正在进行违反国家规定
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
行为，审计组应当报告
审计机关，审计机关予
以审查，决定予以制止
和进一步核查、追责。
2.制止阶段责任：审计
组应当根据审计机关的
决定，立即予以制止，
并及时取得审计证据。
情节严重或者制止无
效，审计机关予以审
查，决定是否通知财政
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暂
停拨付或者暂停使用有
关款项。
3.决定阶段责任：对被
审计单位正在进行的违
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
、财务收支行为，经审
计机关负责人批准，向
财政部门和有关主管部
门、以及被审计单位送
达暂停拨付或暂停使用
通知书。
4.事后处理阶段责任：
在规定期限内，审计机
关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或
者作出解除暂停拨付与
使用决定。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催告责任：对保管条
件恶劣或其它原因被认
为可能导致档案严重损
毁和不安全生的档案所
有人下达催告通知书，
催告履行义务以及履行
义务的期限、方式和档
案所有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和申辩权。

【法律】《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六
十一条
第六十三条
第六十四条
《行政复议法》 第三十
四条
第三十五条
第三十六条
第三十七条
第三十八条
《公务员法》 第五十九
条
第一百零六条
1-1．《审计法》第38条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
1-2．《审计法实施条例 条例》第十九条
》第6条
第二十一条
2、3《审计法》第34条 第二十二条
第3款
第二十三条
4-1.《审计法》第41条 第二十六条
第1款
第二十七条
4-2.《国家审计准则》 第二十八条
（审计署第8号令）第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
147条
》第三十六条
第三十七条
第三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
法》第六条
第三十八条
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
第四十一条
第四十二条
第五十二条 第二款
第五十三条
第五十四条
第五十五条
《国家审计准则》 第

【法律】《中华人民共

市级

临
汾
市
审
计
局

3

4

行政强制

行政强制

4000-C00100141000

0900--C-00100-141000

【法律】《
非国有档案 中华人民共
代保管、收 和国档案法
购或征购 》
第十六条

对违反传唤
调查相关规
定的行为人
的强制传唤

【法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
2012年10月
26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67号)
八十二条
【部门规章
】《公安机
关办理行政
案件程序规
定》(公安部
第149 号令
修订) 四十
四条第二款

1、催告责任：对保管条
件恶劣或其它原因被认
为可能导致档案严重损
毁和不安全生的档案所
有人下达催告通知书，
催告履行义务以及履行
义务的期限、方式和档
案所有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和申辩权。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
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
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
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
核，无正当理由的，向
单位负责人报告并经批
准作出强制执行决定，
并送达强制执行决定书
。根据中止和终结执行
的适用情形，做出终止
或终结执行决定。
3、执行责任：由档案行
政管理部门组织对档案
的代保管。
4、事后监管责任：对代

【法律】《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九
条；第十八条；第二十
一条；第三十五条；第
三十七条。

1、调查责任：需要传唤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接
受调查的，经公安机关
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
使用传唤证传唤。对现
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人，人民警察经出
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
传唤，但应当在询问笔
录中注明。
2.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法律】《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1.《行政强制法》第十
2012年10月26日中华人
八条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7号)
2.《戒毒条例》 第四十
八十二条第二款。
条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
规定的情形

【法律】《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六
十一条、第六十二条、
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
条。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行为

市级

市委办公室
（市档案
局）

市级

公安局

5

行政强制

0900--C-00200-141000

【法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禁毒法
》第三十三
条 第四十八
责令吸毒成 条
瘾人员社区 【行政法规
戒毒
】《中华人
民共和国戒
毒条例》
（国务院令
第597号）
第三十七条

1.决定责任：对解除强
制隔离戒毒的人员，可
责令其接受社区康复，
并出具责令社区康复决
定书。
2.送达责任：将责令社
区康复决定书与解除社
区康复通知书，送达本
人及其家属，通知本人
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
地乡（镇）人民政府、
城市街道办事处。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法律】《中华人民共
和国禁毒法》第三十三
条、第四十八条；【行
1.《行政强制法》第十
政法规】《戒毒条例》
八条
（国务院令第597号）第
2.《戒毒条例》 第四十
三十七条；《行政强制
条
法》第十八条 《戒毒条
例》 第四十条。其他法
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情形

市级

公安局

6

行政强制

0900--C-00300-141000

1.调查责任：对涉
嫌吸食、注射毒品的人
员，进行吸毒检测与成
瘾认定时，执法人员不
得少于两人，与当事人
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
回避。调查时应出示执
【法律】《 法证件，收集相关证
中华人民共 据，允许当事人辩解陈
和国禁毒法 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
》 第三十八 关秘密。
条 第三十九 2.决定责任：认定为吸
条
毒成瘾并符合有关规定
对吸毒成瘾 【行政法规 情形的和认定为吸毒成
人员决定强 】《中华人 瘾严重的，作出强制隔
制隔离戒毒 民共和国中 离戒毒的决定，并制作
华人民共和 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
国戒毒条例 3.送达责任：将强制隔
》（国务院 离戒毒决定书与解除强
令第597号） 势隔离戒毒证明书，送
第二十五条 达本人，并通知其家属
第二十六条 、所在单位和户籍所在
地公安派出所。
4.执行责任：作出决定
的公安机关将强制隔离
戒毒人员送往强制隔离
戒毒所执行。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条 《吸毒成瘾认定办
法》 第六条 《禁毒法
》第三十八条 2.《行
政强制法》第十八条 《
吸毒成瘾认定办法》 第
六条 《禁毒法》第三十
八条
3.《禁毒法》 第四十条
《戒毒条例》第三十四
条
4. 《禁毒法
》 第四十一条

【法律】《中华人民共
和国禁毒法》第三十八
条、第三十九条；
【行政法规】《中华人
民共和国戒毒条例》
（国务院令第597号）第
二十五条、第二十六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禁毒法》第三十九条、
四十条；《戒毒条例》
第三十四条；《禁毒法
》 第四十一条；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
规定的情形

市级

公安局

7

行政强制

0900--C-00400-141000

扣押

【法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
2012年10月
26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67号)
第八十九条
一款
《
公安机关办
理行政案件
程序规定》
(公安部第
149 号令修
订)第八十八
条第一款

1.调查责任：公安机关
办理治安案件，对与案
件有关的需要作为证据
的物品，可以扣押；对
被侵害人或者善意第三
人合法占有的财产，不
得扣押，应当予以登记
。对与案件无关的物
品，不得扣押。
2.执行责任：对扣押的
物品，应当会同在场见
证人和被扣押物品持有
人查点清楚，当场开列
清单一式二份，由调查
人员、见证人和持有人
签名或者盖章，一份交
给持有人，另一份附卷
备查。对扣押的物品，
应当妥善保管，不得挪
作他用；对不宜长期保
存的物品，按照有关规
定处理。经查明与案件
无关的，应当及时退
还；经核实属于他人合
法财产的，应当登记后
立即退还；满六个月无
人对该财产主张权利或
者无法查清权利人的，
应当公开拍卖或者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处理，所
得款项上缴国库。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

【法律】《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2012年10月26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7号)
第八十九条一款其他法
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情形

市级

公安局

8

9

行政强制

行政强制

0900--C-00500-141000

0900--C-00600-141000

收缴

【法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
2012年10月
26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67号)
第十一条第
一款
【部门规章
】《公安机
关办理行政
案件程序规
定》(公安部
第149 号令
修订)第一百
六十条第一
款

【法律】《
中华人民共
强制性教育
和国治安管
措施
理处罚法》
第七十六条

1.执行责任：办理治安
案件所查获的毒品、淫
秽物品等违禁品，赌具
、赌资，吸食、注射毒
品的用具以及直接用于
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的本人所有的工具，应
当收缴，按照规定处理
。违反治安管理所得的
财物，追缴退还被侵害
人；没有被侵害人的，
登记造册，公开拍卖或
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
理，所得款项上缴国库
。
2.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执行责任：引诱、容
留、介绍他人卖淫的，
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
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
以下罚款；情节较轻
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
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2.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法律】《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1.《行政强制法》第十
(2012年10月26日中华人
八条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7号)
2.《戒毒条例》 第四十
第十一条第一款其他法
条
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情形

市级

公安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2012年10月26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7号)
第七十六条。
其他法
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情形

市级

公安局

1.《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条
2.《戒毒条例》 第四十
条

10

行政强制

0900--C-00700-141000

【法律】《
中华人民共
保护性约束 和国警察法
》第九条第
一款

1、调查责任： 为维护
社会治安秩序，公安机
关的人民警察对有违法
犯罪嫌疑的人员，经出
示相应证件，可以当场
盘问、检查；经盘问、
检查 。2、执行责任：
对有问题的的被盘问人
的留置时间自带至公安
机关之时起不超过二十
四小时，在特殊情况
下，经县级以上公安机
关批准，可以延长至四
十八小时，并应当留有
盘问记录。对于批准继
续盘问的，应当立即通
知其家属或者其所在单
位。对于不批准继续盘
问的，应当立即释放被
盘问人。经继续盘问，
公安机关认为对被盘问
人需要依法采取拘留或
者其他强制措施的，应
当在前款规定的期间作
出决定；在前款规定的
期间不能作出上述决定
的，应当立即释放被盘
问人。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警
察法》

【法律】《中华人民共
和国警察法》第九条第
一款。 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文件规定的情形

市级

公安局

11

12

13

行政强制

行政强制

行政强制

0900--C-00800-141000

0900--C-00900-141000

0900--C-01000-141000

【法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
第十五条第
二款

1、执行责任：醉酒的人
违反治安管理的，应当
给予处罚。醉酒的人在
醉酒状态中，对本人有
危险或者对他人的人身
、财产或者公共安全有
威胁的，应当对其采取
保护性措施约束至酒醒
。
2、.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五
条

【法律】《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十五条第二款。 其他
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的情形

市级

公安局

【法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警
察法》第十
七条

1、执行责任： 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经上级公安机关和同级
人民政府批准，对严重
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突
发事件，可以根据情况
实行现场管制。公安机
关的人民警察依照前款
规定，可以采取必要手
段强行驱散，并对拒不
服从的人员强行带离现
场或者立即予以拘留。
2、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条
2.《戒毒条例》 第四十
条

【法律】《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十
七条。 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文件规定的情形

市级

公安局

【法律】《
中华人民共
强行带离现 和国人民警
场
察法》第八
条、第十七
条

1、执行责任：公安机关
的人民警察对严重危害
社会治安秩序或者威胁
公共安全的人员，可以
强行带离现场、依法予
以拘留或者采取法律规
定的其他措施。
2、.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警察法》

【法律】《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八
条。
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文件规定的情形

市级

公安局

约束醒酒

强制驱散

14

行政强制

0900--C-01100-141000

扣留

【法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戒严法
》第二十三
条 《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
法》第七十
二条、第八
十九条、第
九十二条、
第九十五条
、第九十六
条、第九十
八条。
【部门规章
】《道路交
通安全违法
行为处理程
序规定》
（公安部令
第105号）第
二十五条

1、执行责任： 戒严执
勤人员依照戒严实施机
关的规定，有权对违反
宵禁规定的人予以扣
留，直至清晨宵禁结
束；并有权对被扣留者
的人身进行搜查，对其
携带
的物品进行检查。
2、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

【法律】《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七十二条。
其他
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的情形

市级

公安局

15

16

行政强制

行政强制

0900--C-01200-141000

0900--C-01300-141000

检查

强制隔离

1、检查责任：维护社会
治安秩序，公安机关的
人民警察对有违法犯罪
嫌疑的人员，经出示相
应证件，可以当场盘问
、检查；经盘问、检查
。 2、执行责任：公安
机关对与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有关的场所、物品
【法律】《
、人身可以进行检查。
中华人民共
检查时，人民警察不得
和国警察法
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
》第九条第
工作证件和县级以上人
一款
《
民政府公安机关开具的
中华人民共
检查证明文件。对确有
和国治安管
必要立即进行检查的，
理处罚法》
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
第八十七条
件，可以当场检查，但
检查公民住所应当出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
机关开具的检查证明文
件。检查妇女的身体，
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进
行。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法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传染病
防治法》第
三十九条

1、执行责任：从事传染
病的医疗保健、卫生防
疫、监督管理的人员和
政府有关主管人员玩忽
职守，造成传染病传播
或者流行的，给予行政
处分；情节严重、构成
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
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追究
刑事责任。
2、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警
察法》第九条第一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
七条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
国警察法》第九条第一
款。
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文件规定的情形

市级

公安局

1.《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传
染病防治法》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
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三
十九条。其他法律法规
规章文件规定的情形

市级

公安局

17

18

19

行政强制

行政强制

行政强制

0900--C-01700-141000

0900--C-01800-141000

0900--C-01900-141000

现场管制

戒严

宵禁

【法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警
察法》第十
七条

1、执行责任：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经
上级公安机关和同级人
民政府批
准，对严重危害社会治
安秩序的突发事件，可
以根据情况实行现场管
制。
2、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警察法》

【法律】《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十
七条 。 其他法律法规
规章文件规定的情形

市级

公安局

【法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戒严法
》第八条

1、执行责任：戒严实施
机关建立戒严指挥机
构，由戒严指挥机构协
调执行戒严任务的有关
方面的行动，统一部署
和实施戒严措施。 2、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1.《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戒
严法》

【法律】《中华人民共
和国戒严法》第八条其
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情形

市级

公安局

【法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戒严法
》第十五条

1、执行责任：戒严期
间，戒严实施机关可以
决定在戒严地区采取宵
禁措施。宵
禁期间，在实行宵禁地
区的街道或者其他公共
场所通行，必须持有本
人身份证件和戒严实施
机关制发的特别通行证
。
2、.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戒
严法》

【法律】《中华人民共
和国戒严法》第十五条
。
其他法律法规
规章文件规定的情形

市级

公安局

20

行政强制

0900--C-02000-141000

吸毒检测

【法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禁毒法
》 第三十
二条
【行政法规
】《中华人
民共和国戒
毒条例》
（国务院令
第597号）第
四条
【部门规章
】《公安机
关办理行政
案件程序规
定（(公安部
第149 号令
修订) 第七
十八条
【部门规章
】《吸毒检
测程序规定
》（2009年
公安部令第
110号） 第
二条、 第三
条、 第四条
、 第七条

1.受理责任：发现有涉
嫌吸食、注射毒品的违
法行为，予以审查，决
定是否受理。
2.调查责任：对于涉嫌
吸毒的人员，采集、送
检、检测样本时，执法
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检测时应
出示执法证件，收集相
关证据，允许当事人辩
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
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案件调查
人员提出拟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吸毒检测
完成后，将检测结果和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救济途径告知当事
人，听取当事人的陈述
和辩解，制作现场笔录
。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法律】《中华人民共
和国禁毒法》第三十二
1.《吸毒检测程序规定 条；【行政法规】《戒
》 第二条
毒条例》（国务院令第
2-1.《行政强制法》 第 597号）第四条；
十八条
【部门规章】《公安机
2-2.《吸毒检测程序规 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
定》 第七条
定》（(公安部第149 号
3. 同2。
令修订)）第七十八条；
4.《吸毒检测程序规定 【部门规章】《吸毒检
》第九条、第十条、第 测程序规定》（2009年
十二条、第十三条、第 公安部令第110号）第二
十五条
条、第三条、第四条、
第七条； 《行政强制法
》 第十八条；

市级

公安局

21

行政强制

0900--C-02100-141000

【法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禁毒法
》 第三十三
条、第四十
责令被解除
八条
强制隔离戒
【行政法规
毒的人员社
】《中华人
区康复
民共和国戒
毒条例》
（国务院令
第597号）
第三十七条

1.决定责任：对解除强
制隔离戒毒的人员，可
责令其接受社区康复，
并出具责令社区康复决
定书。
2.送达责任：将责令社
区康复决定书与解除社
区康复通知书，送达本
人及其家属，通知本人
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
地乡（镇）人民政府、
城市街道办事处。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法律】《中华人民共
和国禁毒法》第三十三
条 、第四十八条；
1.《行政强制法》第十 【行政法规】《戒毒条
八条
例》（国务院令第
2.《戒毒条例》 第四十 597号）第三十七条、第
条
四十条。
《行政强制法》第十八
条；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情形

市级

公安局

22

行政强制

0900--C-02200-141000

1.立案责任:发现未经许
可或者备案擅自生产、
经营、购买、运输易制
毒化学品，伪造申请材
料骗取易制毒化学品生
产、经营、购买或者运
输许可证，使用他人的
或者伪造、变造、失效
的许可证生产、经营、
【行政法规
购买、运输易制毒化学
】《易制毒
品的，应当予以审查，
化学品管理
决定是否立案。
2.
条例》（国
调查责任：公安机关对
务院令第445
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
对违规从事 号）第三十
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
易制毒化学 二条
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
品行为相关 【部门规章
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证据、物品 】《易制毒
3.告知责任:作出处罚决
、场所的扣 化学品购销
定前，应当告知行为人
押、查封 和运输管理
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
办法》
及依据，并告知违反行
（2006年公
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安部令第87
4.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
号）第二十
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
六条
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
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5.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
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
送达当事人。
6.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
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易制毒化学品管理
条例》（国务院令第445
号)第三十八条、第三十
二条 、第三十九条、第
四十条、第四十二条 《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
条

【行政法规】《易制毒
化学品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445号）第三十
二条；
【部门规章】《易制毒
化学品购销和运输管理
办法》（2006年公安部
令第87号）第二十六
条；《行政处罚法》第
四十四条；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
规定的情形

市级

公安局

23

行政强制

0900--C-02300-141000

对涉案财物
中容易腐烂
变质及其他
不易保管的
物品、危险
物品的拍卖
、变卖

1.立案责任:发现未经许
可或者备案擅自生产、
经营、购买、运输易制
毒化学品，伪造申请材
料骗取易制毒化学品生
产、经营、购买或者运
输许可证，使用他人的
或者伪造、变造、失效
的许可证生产、经营、
购买、运输易制毒化学
品的，应当予以审查，
决定是否立案。
2.
【部门规章 调查责任：公安机关对
】《公安机 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
关办理行政 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
案件程序规 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
定》（公安 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部第149 号 3.告知责任:作出处罚决
令修订) 第 定前，应当告知行为人
一百六十六 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
条
及依据，并告知违反行
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4.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
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
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
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5.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
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
送达当事人。
6.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
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部门规章】《公安机
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
定》（(公安部第149 号
1.《山西省禁毒条例》
令修订)）第一百六十六
第三十三条
条；《山西省禁毒条例
2《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
》 第三十三条；《公安
件程序》第一百六十七
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
条
》第一百六十七条；《
3《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
件程序》第一百四十六
程序》第一百四十六条
条
。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
规定的情形

市级

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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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

0900--C-02400-141000

1.决定责任：在侦查活
动中发现的可以证明犯
【地方性法 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
规】《山西 的各种财产、文件应当
【地方性法规】《山西
省禁毒条例 查封扣押，但与案件无
省禁毒条例》第三十三
》 第三十三 关的不得查封、扣押。
条；
条
2.执行责任： 应当在依
对涉毒违法
【部门规章】《公安机
【部门规章 法提取涉案财物后的24
物品及由违
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
】《公安机 小时内将财物移交涉案 《山西省禁毒条例》 第
法所得产生
定》（(公安部第149 号
关办理行政 财物管理人员，并办理 三十三条
的收益的没
令修订)）第一百六十八
案件程序规 移交手续。
收、收缴
条；《山西省禁毒条例
定》（公安 3.事后监督责任：公安
》 第三十三条。
部第149 号 机关应当妥善保管、不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
令修订）第 得使用、挪用、调换或
规定的情形
一百六十八 者损毁。造成损失的应
条
当承担赔偿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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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

0900--C-02500-141000

1、催告阶段责任：为维
护社会治安秩序，公安
机关的人民警察对有违
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经
出示相应证件，可以当
场盘问、检查；经盘问
、检查，由两名以上人
民警察实施并须出示执
法身份证件；通知当事
人到场，当场告知当事
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
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
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
途径。当事人不到场
的，邀请见证人到场，
【法律】《 并在现场笔录中注明；
中华人民共 2、决定阶段责任：依法
对有违法犯 和国人民警 向公安机关负责人报告
并经批准；听取当事人
罪嫌疑人员 察法》
3
的盘问
（2012年修 的陈述和申辩；
订） 第九 、执行阶段责任：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将
条
其带至公安机关，经该
公安机关批准，对其继
续盘问：（一）被指控
有犯罪行为的；（二）
有现场作案嫌疑的
（三）有作案嫌疑身份
不明的；（四）携带的
物品有可能是赃物的。
对被盘问人的留置时间
自带至公安机关之时起
不超过二十四小时，在
特殊情况下，经县级以
上公安机关批准，可以
延长至四十八小时，并
应当留有盘问记录。
4、事后监管责任：公民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警察法》第九条《行
政强制法》第十八条 2
、《行政强制法》第二
十条3、《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警察法》第九条
《行政强制法》第八条
4、《公安机关办理行政
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
三条5、《公安机关办理
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
四十四条

【法律】1、《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
九条
2、《行政强制法》第八
、十八条、二十条
3、《公安机关办理行政
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
三四十四条其他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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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

0900--C-02600-141000

对严重危害
社会治安秩
序或者威胁
公共安全人
员的强制措
施

【法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集会游
行示威法》
第二十七条

1、催告阶段责任：由两
名以上人民警察实施并
须出示执法身份证件；
通知当事人到场，当场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
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
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
利、救济途径。当事人
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
到场，并在现场笔录中
注明；2、决定阶段责
任：依法向公安机关负
责人报告并经批准；听
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
辩；3、执行阶段责任：
举行集会、游行、示
威，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人民警察应当予以
制止：（一）未依照本
法规定申请或者申请未
获许可的；（二）未按
照主管机关许可的目的
、方式、标语、口号、
起止时间、地点、路线
进行的；（三）在进行
中出现危害公共安全或
者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情
况的。有前款所列情形
之一，不听制止的，人
民警察现场负责人有权
命令解散；拒不解散
的，人民警察现场负责
人有权依照国家有关规
定决定采取必要手段强
行驱散，并对拒不服从
的人员强行带离现场或
者立即予以拘留。
参加集会、游行、示威

1、《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条2、《行政强制法》
第二十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
行示威法》第二十七条
《行政强制法》第八条
4、《公安机关办理行政
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
三条

【法律】1、《中华人民
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
》第二十七条2、《中华
人民共和国戒严法》第
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3、
《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
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4
、《行政强制法》第八
、十八条、二十条5、《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
程序规定》第四十三四
十四条
其他法
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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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

0900--C-02700-141000

1、立案阶段责任：公安
机关的人民警察对严重
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
人身安全的精神病人，
可以采取保护性约束措
施。
2、决定阶段责任：依法
向公安机关负责人报告
并经批准；听取当事人
的陈述和申辩；
3、执行阶段责任：需要
【法律】《
送往指定的单位、场所
中华人民共
加以监护的，应当报请
对精神病人 和国人民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
的保护性约 察法》
机关批准，并及时通知
束措施
（2012年修
其监护人。
订）第十四
4、事后监管责任：公民
条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
制，享有陈述权、申辩
权；有权依法申请行政
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因行政机关违法实
施行政强制受到损害
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
5、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警察法》（2012年修
订）
第十四条
《行政强制法》第十八
条
2、《行政强制法》第三
十五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警察法》（2012年修
订）
第十四条
《行政强制法》第二十
条
3、《行政强制法》第八
条
4、《公安机
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
定》第四十三条、第四
十四条

【法律】1、《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
十四条
2、《行政强制法》第八
、十八条、二十条
3、《公安机关办理行政
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
三四十四条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
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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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

0900--C-02800-141000

【法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
（2012年修
订） 第一条
第二条 第
对涉案物品
十一条 第
的收缴、追
八十九条第
缴、扣押
八十九条
【法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护照法
》（2006年
修订） 第十
九条

1、立案阶段责任：由两
名以上人民警察实施并
须出示执法身份证件；
通知当事人到场，当场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
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
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
利、救济途径。当事人
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
到场，并在现场笔录中
注明；
2、决定阶段责任：依法
向公安机关负责人报告
并经批准；听取当事人
的陈述和申辩；
3、执行阶段责任：违反
治安管理所得的财物，
追缴退还被侵害人；没
有被侵害人的，登记造
册，公开拍卖或者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处理，所
得款项上缴国库。
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
件，对与案件有关的需
要作为证据的物品，可
以扣押；对被侵害人或
者善意第三人合法占有
的财产，不得扣押，应
当予以登记。
对与案件无关的物品，
不得扣押。持用伪造或
者变造的护照或者冒用
他人护照出入国（边）
境的，由公安机关依照
出境入境管理的法律规
定予以处罚；非法护照
由公安机关收缴。
4、事后监管责任：公民

1-1、《行政强制法》第
十八条
1-2、《行政
强制法》第三十五条3、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第十一条
、第八十九条 4、《公
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
序规定》第四十三条5、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
件程序规定》第四十四

【法律】、《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一条、第二条、第
十一条、第八十九条2、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法》第十九条
3、《行政强制法》第八
、十八条、二十条
4、《公安机关办理行政
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
三四十四条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
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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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

0900--C-02900-141000

对未经许
可，擅自经
营需要由公
安机关许可
的行业、大
型群众性活
动的取缔

【法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
（2012年修
订）第二条
第五十四条
【行政法规
】《大型群
众性活动安
全管理条例
》（国务院
令第505号）
第二十条
【部门规章
】《公安机
关办理行政
案件程序规
定》(公安部
第149 号令
修订)第一百
七十一条

1、立案阶段责任：由两
名以上人民警察实施并
须出示执法身份证件；
通知当事人到场，当场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
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
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
利、救济途径。当事人
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
到场，并在现场笔录中
注明；
2、决定阶段责任：依法
向公安机关负责人报告
并经批准；听取当事人
的陈述和申辩；
3、扰乱公共秩序，妨害
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
利、财产权利，妨害社
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
性；未经许可，擅自经
营按照国家规定需要由
公安机关许可的行业的
。有前款第三项行为
的，予以取缔。
公安机关作出取缔决定
的，可以采取在经营场
所张贴公告等方式予以
公告，责令被取缔者立
即停止非法经营活动；
有违法所得的，依法予
以没收或者追缴。拒不
停止非法经营活动的，
公安机关可以依法没收
或者收缴其专门用于从
事非法经营活动的工具
、设备。已经取得营业
执照的，公安机关应当
通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1-1、《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
二条 《行政强制法》
第十八条
1-2、《
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
条
2-1、《行政强制法》第
二十条3、《行政强制法
》第八条 4、《公安机
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
定》第四十三条
5、《公安机关办理行政
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
四条

【法律】1、《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2012年修订）
第二条、第五十四条
2、《大型群众性活动安
全管理条例》第二十条3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
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
七十一条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
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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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

0900--C-03000-141000

执行当场盘
问、继续盘
问、拘留审
查、限制活
动范围、遣
送出境行政
强制措施

【法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出境入
境管理法》
第五十八条

1、立案责任：工作中发
现、或者接到举报的案
件，应予以审查，决定
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已经立
案的案件进行调查时，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
人，与当事人有直接利
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
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
收集相关证据，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
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案件调查
人员提出拟处理意见，
1.《行政强制法》第十
决定是否予以执行行政 八条
第十九条
强制措施。
第二十条
4、告知责任：在作出行
第二十一条
2.
政强制决定时，告知当 第2-6项责任依据同上。
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
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
济途径，听取当事人的
陈述和申辩，制作现场
笔录。
5、执行责任：执行、变
更或取消行政强制措施
。
6、通知责任：决定执行
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
制措施，应通知当事人
国籍国驻华使（领）馆
。

【法律】《行政强制法
》第十八条、第十九条
、第二十条、第二十一
条

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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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

0900--C-03100-141000

【法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
（根据2011
年4月22日第
十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次
会议《关于
修改〈中华
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
全法〉的决
定》第二次
修正，主席
扣留机动车 令第47号）
驾驶证、行 第一百一十
条第一款
驶证
【部门规章
】《道路交
通安全违法
行为处理程
序规定》
（修订后
2008年11月
17日公安部
部长办公会
议通过，公
安部令第
105 号）第
29条第
（一）、
（二）、
（三）、
（四）、
（五）项 【

1、立案阶段责任：交通
警察应当全面、及时、
合法收集能够证实违法
行为是否存在、违法情
节轻重的证据。
2、调查阶段责任：查清
是否符合扣留机动车驾
驶证、行驶证情形。
3、告知阶段责任：对机
动车驾驶人给予当场罚
款或者采取行政强制措
施时，交通警察应当使
用的规范用语是：你的
（列举具体违法行为）
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
律法规，依据《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XX条和《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
例》第XX条（或XX地方
法规）的规定，对你处
以XX元的罚款，记XX分
（或者扣留你的驾驶证/
机动车）。
4、执行阶段责任：执行
职务的交通警察认为应
当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人给予暂扣或者吊销机
动车驾驶证处罚的，可
以先予扣留机动车驾驶
证。
5、事后监管责任：对行
政强制措施中暂扣、查
封的财物应该予以保
管，并在依法处理后，
及时解除行政强制措施
。
6、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1、立案阶段责任事项依
据：《行政强制法》第
十八条
2、调查阶段责任事项
依据：《行政强制法》
第二十条
3、告知阶段责任事项依
据：《交通警察道路执
勤执法工作规范》第十
条
4、执行阶段责任事项依
据：《公安机关办理行
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
十三条
5、事后监管责任事项依
据：《公安机关办理行
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
十四条

【法律】1、《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
2、《道路交通安全违法
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
29条第（一）、（二）
、（三）、（四）、
（五）项
3、《道路交通事故处理
程序规定》第二十八条
第一款
4、《交通警察道路执勤
执法工作规范》第十条
5、《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二十条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
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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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

0900--C-03200-141000

1、立案阶段责任：交通
警察应当全面、及时、
合法收集能够证实违法
行为是否存在、违法情
节轻重的证据。
2、调查阶段责任：查清
是否符合拖移机动车情
【法律】《
形。
中华人民共
3、告知阶段责任：拖移
和国道路交
机动车的，现场交通警
通安全法》
察应当通过拍照、录像
（根据2011
等方式固定违法事实和
年4月22日第
证据。
十一届全国
4、执行阶段责任：制作
人民代表大
违法处理通知书，并告
会常务委员
知当事人在十五日内到
会第二十次
拖移机动车
指定地点接受处理；违
会议《关于
法处理通知书应当由当
修改〈中华
事人签名、交通警察签
人民共和国
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公
道路交通安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印
全法〉的决
章；当事人拒绝签名
定》第二次
的，交通警察应当在行
修正，主席
政强制措施凭证上注
令第47号）
明；
第九十三条
5、事后监管责任：对行
第二款
政强制措施中暂扣、查
封的财物应该予以保
管，并在依法处理后，
及时解除行政强制措施
。
6、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1、立案阶段责任事项依
据：《行政强制法》第
十八条
2、调查阶段责任事项
依据：《行政强制法》
第二十条
3、告知阶段责任事项依
据：《交通警察道路执
勤执法工作规范》
4、执行阶段责任事项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
十三条
5、事后监管责任事项依
据：《公安机关办理行
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
十四条

【法律】1、《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九十三条第二款
4、《交通警察道路执勤
执法工作规范》
5、《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二十条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
规定的情形

市级

公安局

33

行政强制

0900--C-03300-141000

检验体内酒
精、国家管
制的精神药
品、麻醉药
品含量

【部门规章
】《道路交
通安全违法
行为处理程
序规定》
（修订后
2008年11月
17日公安部
部长办公会
议通过，公
安部令第
105 号）第
三十三条第
一款
【部门规章
】 《吸毒检
测程序规定
》（2009年7
月8日公安部
部长办公会
议通过，第
110号令）第
七条

1、催告阶段责任：由两
名以上人民警察实施并
须出示执法身份证件；
通知当事人到场，当场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
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
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
利、救济途径。当事人
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
到场，并在现场笔录中
注明；
2、决定阶段责任：依法
向公安机关负责人报告
并经批准；听取当事人
的陈述和申辩；
3、执行阶段责任：制作
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
办案人民警察签名或者
盖章，当事人拒绝的，
在笔录中注明。当事人
不在场的，由见证人和
办案人民警察在笔录上
签名或者盖章；实施限
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
强制措施的，应当当场
告知当事人家属实施强
制措施的公安机关、理
由、地点和期限；无法
当场告知的，应当在实
施强制措施后立即通过
电话、短信、传真等方
式通知；身份不明、拒
不提供家属联系方式或
者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
力导致无法通知的，可
以不予通知。告知、通
知家属情况或者无法通
知家属的原因应当在询

1、催告阶段责任事项：
《行政强制法》第十八
条
2、调查阶段责任事
项：《行政强制法》第
二十条
3、告知阶段责任事项：
《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
法工作规范》
4、执行阶段责任事项：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
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三
十三条《吸毒检测程序
规定》第七条
5、事后监管责任事项：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
件程序规定》第四十四
条

【部门规章】1、《道路
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
程序规定》第三十三条
第一款，第（一）、
（二）、（三）、
（四）项
2、《吸毒检测程序规定
》第七条
4、《交通警察道路执勤
执法工作规范》
5、《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二十条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
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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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
（根据2011
年4月22日第
十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次
会议《关于
修改〈中华
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
全法〉的决
定》第二次
修正，主席
收缴物品、 令第47号）
强制拆除、 第九十六条
强制报废 第一款、第
一百条第一
款
【行政法规
】《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
法实施条例
》(2004年4
月28日国务
院第49次常
务会议通
过，国务院
令第405号)
第一百零三
条
【部门规章
】《道路交
通安全违法

1、催告阶段责任：由两
名以上人民警察实施并
须出示执法身份证件；
通知当事人到场
2、调查阶段责任：查清
是否符合收缴物品、强
制拆除、强制报废情形
。
3、告知阶段责任：当场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
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
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
利、救济途径。当事人
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
到场，并在现场笔录中
注明
4、执行阶段责任：
（1）伪造、变造或者使
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
登记证书、号牌、行驶
证、检验合格标志、保
险标志、驾驶证或者使
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登
记证书、号牌、行驶证
、检验合格标志、保险
标志的，由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
（2）驾驶拼装的机动车
或者已达到报废标准的
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应当予以收缴，强制报
废。（3）以欺骗、贿赂
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机动
车登记或者驾驶许可
的，收缴机动车登记证
书、号牌、行驶证或者
机动车驾驶证，撤销机

1、催告阶段责任事项依
据：《行政强制法》第
十八条
2、调查阶段责任事项
依据：《行政强制法》
第二十条
3、告知阶段责任事项依
据：《交通警察道路执
勤执法工作规范》第十
条
4、执行阶段责任事项依
据：（1）《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九十六条、第一
百条（2）《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
施条例》第一百零三条
（3）《道路交通安全违
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
第三十五条
5、事后监管责任事项依
据：《公安机关办理行
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
十四条

【法律】1、《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九十六条、第一
百条第一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一百零三条
3、《道路交通安全违法
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
三十五条第一款
4、《交通警察道路执勤
执法工作规范》第十条
5、《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二十条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
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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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催告阶段责任：由两
名以上人民警察实施并
须出示执法身份证件；
通知当事人到场
2、调查阶段责任：查清
是否符合强 制 排 除
妨 碍情形。
3、告知阶段责任：当场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
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
【部门规章
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
】《道路交
利、救济途径。当事人
通安全违法
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
行为处理程
到场，并在现场笔录中
序规定》
注明
（修订后
强制排除妨
4、执行阶段责任：公安
2008年11月
碍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
17日公安部
向违法行为人送达排除
部长办公会
妨碍通知书，告知履行
议通过，公
期限和不履行的后果。
安部令第
违法行为人在规定期限
105 号 ）第
内拒不履行的，依法予
三十八条
以处罚并强制排除妨碍
5、事后监管责任：对行
政强制措施中暂扣、查
封的财物应该予以保
管，并在依法处理后，
及时解除行政强制措施
。
6、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1、催告阶段责任事项依
据：《行政强制法》第
十八条
2、调查阶段责任事项
依据：《行政强制法》
第二十条
3、告知阶段责任事项依
据：《交通警察道路执
勤执法工作规范》第十
条
4、执行阶段责任事项依
据：《道路交通安全违
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
第三十八条
5、事后监管责任事项依
据：《公安机关办理行
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
十四条

【部门规章】1、《道路
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
程序规定》第38条
2、《交通警察道路执
勤执法工作规范》第十
条
3、《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二十条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
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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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管制

1、立案阶段责任：交通
警察应当全面、及时、
合法收集能够证实违法
行为是否存在、违法情
【法律】《 节轻重的证据。
中华人民共 2、调查阶段责任：查清
和国道路交 是否符合交通管制情形
通安全法》 。
（根据2011 3、告知阶段责任：当场
年4月22日第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
十一届全国 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
人民代表大 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
会常务委员 利、救济途径。当事人
会第二十次 不到场的，邀
会议《关于 请见证人到场，并在现
修改〈中华 场笔录中注明
人民共和国 4、执行阶段责任：遇有
道路交通安 自然灾害、恶劣气象条
全法〉的决 件或者重大交通事故等
定》第二次 严重影响交通安全的情
修正，主席 形，采取其他措施难以
令第47号） 保证交通安全时，公安
第四十条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
【法律】《 实行交通管制。
中华人民共 5、事后监管责任：对行
和国人民警 政强制措施中暂扣、查
察法》第十 封的财物应该予以保
五条
管，并在依法处理后，
及时解除行政强制措施
。
6、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1、立案阶段责任事项：
《行政强制法》第十八
条
2、调查阶段责任事
项：《行政强制法》第
二十条
3、告知阶段责任事项：
《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
法工作规范》第十条
4、执行阶段责任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四十条
5、事后监管责任事项：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
件程序规定》第四十四
条

【法律】1、《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四十条
2、《交通警察道路执勤
执法工作规范》第十条
3、《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二十条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
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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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撤离

1、立案阶段责任：交通
警察应当全面、及时、
合法收集能够证实违法
行为是否存在、违法情
节轻重的证据。
2、调查阶段责任：查清
是否符合强制撤离情形
。
3、告知阶段责任：当场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
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
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
利、救济途径。当事人
【部门规章 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
】《中华人 到场，并在现场笔录中
民共和国道 注明
路交通安全 4、执行阶段责任：公安
法实施条例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
》（国务院 交通警察接到交通事故
令第405号） 报警，应当及时赶赴现
第八十九条 场，对未造成人身伤
第一款
亡，事实清楚，并且机
动车可以移动的，应当
在记录事故情况后责令
当事人撤离现场，恢复
交通。对拒不撤离现场
的，予以强制撤离。
5、事后监管责任：对行
政强制措施中暂扣、查
封的财物应该予以保
管，并在依法处理后，
及时解除行政强制措施
。
6、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1、立案阶段责任事项：
《行政强制法》第十八
条
2、调查阶段责任事
项：《行政强制法》第
二十条
3、告知阶段责任事项：
《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
法工作规范》第十条
4、执行阶段责任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八十九条
5、事后监管责任事项：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
件程序规定》第四十四
条

【部门规章】1、《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实施条例》第八十
九条第一款
2、《交通警察道路执勤
执法工作规范》第十条
3、《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二十条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
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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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中华人民共
限制通行、
和国道路交
禁止通行
通安全法》
第三十九条

1、立案阶段责任：交通
警察应当全面、及时、
合法收集能够证实违法
行为是否存在、违法情
节轻重的证据。
2、调查阶段责任：查清
是否符合限制通行、禁
止通行情形。
3、告知阶段责任：当场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
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
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
利、救济途径。当事人
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
到场，并在现场笔录中
注明
4、执行阶段责任：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
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
情况，可以对机动车、
非机动车、行人采取疏
导、限制通行、禁止通
行等措施。遇有大型群
众性活动、大范围施工
等情况，需要采取限制
交通的措施，或者作出
与公众的道路交通活动
直接有关的决定，应当
提前向社会公告
5、事后监管责任：对行
政强制措施中暂扣、查
封的财物应该予以保
管，并在依法处理后，
及时解除行政强制措施
。
6、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1、立案阶段责任事项：
《行政强制法》第十八
条
2、调查阶段责任事
项：《行政强制法》第
二十条
3、告知阶段责任事项：
《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
法工作规范》第十条
4、执行阶段责任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
条
5、事后监管责任事项：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
件程序规定》第四十四
条

【法律】1、《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三十九条
2、《交通警察道路执勤
执法工作规范》第十条
3、《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二十条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
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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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中华人民共
责令消除安 和国道路交
全隐患
通安全法》
第一百零二
条

1、立案阶段责任：交通
警察应当全面、及时、
合法收集能够证实违法
行为是否存在、违法情
节轻重的证据。
2、调查阶段责任：查清
是否符合责令消除安全
隐患情形。
3、告知阶段责任：当场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
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
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
利、救济途径。当事人
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
到场，并在现场笔录中
注明
4、执行阶段责任：对六
个月内发生二次以上特
大交通事故负有主要责
任或者全部责任的专业
运输单位，由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消除
安全隐患，未消除安全
隐患的机动车，禁止上
道路行驶。
5、事后监管责任：对行
政强制措施中暂扣、查
封的财物应该予以保
管，并在依法处理后，
及时解除行政强制措施
。
6、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1、立案阶段责任事项：
《行政强制法》第十八
条
2、调查阶段责任事
项：《行政强制法》第
二十条
3、告知阶段责任事项：
《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
法工作规范》第十条
4、执行阶段责任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
二条
5、事后监管责任事项：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
件程序规定》第四十四
条

【法律】1、《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一百零二条
2、《交通警察道路执勤
执法工作规范》第十条
3、《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二十条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
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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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符合城
市容貌标准
、环境卫生
标准的建筑
或者设施，
责令有关单
位和个人限
期改造或者
拆除，逾期
未改造或者
未拆除的，
采取强制拆
除

【行政法规
】《城市市
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
》第三十七
条

1、催告责任：应当催告
当事人履行拆除决定，
将催告书送达当事人。
2、听取陈述申辩责任：
在催告之后，作出行政
强制决定之前，应听取
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3、公告责任：予以公
告，限期当事人自行除
4、决定责任：公告后当
事人逾期不仍拆除的，
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制
作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
。
5、送达责任：应将行政
强制执行决定书送达当
事人。
6、执行责任：强制拆除
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
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
或者设施。
7、监管责任：加强对拆
除后的监管。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
任

1、《行政强制法》第三
十五条
2、《行政强
制法》第三十六条
3、《行政强制法》第四
十四条
4、《行政强
制法》第三十七条
5
、《行政强制法》第三
十八条
6、 《行政
强制法》第三十四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四条。
2.《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第四十一
条

市级

临汾市城市
管理局

41

行政强制

1200-C00100141000

1.立案阶段责任：生态
环境部门在检查中发现
或者接到举报存在环境
保护违法行为的，应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2.调查取证阶段责
任：立案案件指定专人
《中华人民 负责，与当事人有直接
共和国环境 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保护法》 第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
二十五条企 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
业事业单位 证件，允许当事人陈述
和其他生产 申辩，执法人员应保守
经营者违反 有关秘密；3.案件审批
法律法规规 阶段责任：需要查封.扣
定排放污染 押的环保部门应当书面
物，造成或 报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对违法排放
者可能造成 负责人批准，对案情重
污 染物造成
严重污染
大或社会影响较大的， 《行政强制法》第十六
或者 可能造
的，县级以 由局务会集体讨论决
条-第二十条。
成严重 污染
上人民政府 定；4.执行阶段责任：
的行政强 制
环境保护主 当场告知排污者的负责
管部门和其 人或委托人实施查封.扣
他负有环境 押的依据及依法享有的
保护监督管 权利.救济途径，并听取
理职责的部 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门，可以查 依法查封.扣押造成造成
封、扣押造 污染物排放的设施或设
成污染物排 备，并制作查封.扣押清
放的设施、 单；情况紧急，需要当
设备。
场实施查封.扣押的，应
当在实施后24小时内补
办批准手续；5.解除阶
段责任：查封.扣押期限
不得超过30日，需要延
长的，须经环保主管部
门负责人批准，但延长
期限不得超过30日；查

《环境保护法》第六十
七条、第六十八条、第
六十九条。

市级

临汾市生态
环境局

1

42

行政强制

1200-C00200141000

《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
第八十四条
第二款除前
款规定外，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和
国务院环境
保护主管部
门的规定设
置排污口
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环境
对违法设置
保 护主管部
排 污口的行
门责令限期
政强 制
拆除，处二
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的
罚款；逾期
不拆除的，
强制拆除，
所需费用由
违法者承
担，处十万
元以上五十
万元 以下的
罚款；情节
严重的，可
以责令停产
整治。

1.执行阶段责任：监督
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
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规定
期限内不拆除的，生态
环境部门强制拆除；2.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
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强制法》第十六
条-第二十条。

《环境保护法》第六十
七条、第六十八条、第
六十九条、《水污染防
治法》第八十条、第一
百零一条。

市级

临汾市生态
强拆
环境局

43

行政强制

1200-C00300141000

对违法向水
体 排放油类
、酸 液、碱
液等行 为的
行政强制

《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
第八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
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采
取治理措
施，消除污
染，处以罚
款；逾期不
采取治理措
施的，环境
保护主管部
门可以指定
有治理能力
的单位代为
治理，所需
费用由违法
者承担：
（一） 向水
体排放油类
、酸液、碱
液的；
（二） 向水
体排放剧毒
废液，或者
将含有汞、
镉、碑、铭
、铅、氤化
物、黄磷等
的可溶性剧
毒废渣向水

1.执行阶段责任：监督
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
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规定
期限内不采取治理措施
的，生态环境部门制定
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
治理；2.代治理阶段责
任：监督治理单位污染
治理；3.治理费用核算
评估阶段责任：聘请第
三方对治理费用进行评
估；4.治理费用给付阶
段责任：违法企业交付
治理费用；5.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行政强制法》第十六
条-第二十条。

《环境保护法》第六十
七条、第六十八条、第
六十九条、《水污染防
治法》第八十条、第一
百零一条。

市级

临汾市生态
代治理
环境局

44

行政强制

1200-C00400141000

《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
第九十四条
第一款企业
事业单位违
反本法规
定，造成水
污染事故
的，除依法
承担赔偿责
任外，由县
级以上人民
政府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
依照 本条第
二款的规定
对造成水污 处以罚款，
染 事故的行 责令限期采
政强 制 取治理措
施，消除污
染；未按照
要求采取治
理措施或者
不具备治理
能力的，由
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 指定
有治理能力
的单位代为
治理，所需
费用由违法
者承担；对
造成重大或
者特大水污
染事故的，
还可以报经
有批准权的

1.执行阶段责任：监督
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
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规定
期限内不采取治理措施
的，生态环境部门制定
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
治理；2.代治理阶段责
任：监督治理单位污染
治理；3.治理费用核算
评估阶段责任：聘请第
三方对治理费用进行评
估；4.治理费用给付阶
段责任：违法企业交付
治理费用；5.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行政强制法》第十六
条-第二十条。

《环境保护法》第六十
七条、第六十八条、第
六十九条、《水污染防
治法》第八十条、第一
百零一条。

市级

临汾市生态
代治理
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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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

1200-C00500141000

对违法排放
大 气污染
物，造 成或
者可能造 成
严重大气污
染，或者有
关 证据可能
灭失 或者被
隐匿的 行政
强制

《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
》 第三十条
企业事业单
位和其他生
产经营者违
反法律法规
规定排放大
气污染物，
造成或者可
能造成严重
大气污染，
或者有关证
据可能灭失
或 者被隐匿
的，.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
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和其
他负有大气
环境保护监
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可
以对有关设
施、设备、
物品采取查
封 、扣押等
行政强制措
施。

1.立案阶段责任：生态
环境部门在检查中发现
或者接到举报存在环境
保护违法行为的，应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2.调查取证阶段责
任：立案案件指定专人
负责，与当事人有直接
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
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
证件，允许当事人陈述
申辩，执法人员应保守
有关秘密；3.案件审批
阶段责任：需要查封.扣
押的环保部门应当书面
报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负责人批准，对案情重
大或社会影响较大的， 《行政强制法》第十六
条-第二十条。
由局务会集体讨论决
定；4.执行阶段责任：
当场告知排污者的负责
人或委托人实施查封.扣
押的依据及依法享有的
权利.救济途径，并听取
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依法查封.扣押造成造成
污染物排放的设施或设
备，并制作查封.扣押清
单；情况紧急，需要当
场实施查封.扣押的，应
当在实施后24小时内补
办批准手续；5.解除阶
段责任：查封.扣押期限
不得超过30日，需要延
长的，须经环保主管部
门负责人批准，但延长
期限不得超过30日；查

《环境保护法》第六十
七条、第六十八条、第
六十九条、《大气污染
防治法》第一百二十六
条、第一百二十七条。

市级

临汾市生态
环境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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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

1200-C00600141000

《中华人民
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
第五十五条
产生危险废
物的单位，
必须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
处置危险废
物，不得擅
自倾倒、堆
放；不处置
的，由所在
地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
对不处置危 府环境保护
险 废物的单 行政主管部
位的 行政强 门责令限期
制
改正；逾期
不处置或者
处置不符合
国家有关规
定的，由所
在地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
政府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
部门指定单
位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代
为处置，处
置费用由产
生危险废物
的单位承担
。

1.执行阶段责任：监督
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
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规定
期限内不采取治理措施
的，生态环境部门制定
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
治理；2.代治理阶段责
任：监督治理单位污染
治理；3.治理费用核算
评估阶段责任：聘请第
三方对治理费用进行评
估；4.治理费用给付阶
段责任：违法企业交付
治理费用；5.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行政强制法》第十六
条-第二十条。

《环境保护法》第六十
七条、第六十八条、第
六十九条、《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六
十七条。

市级

临汾市生态
代处置
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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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

1200-C00700141000

对产生放射
性 固体废物
的单 位未按
规定对 放射
性固体废 物
进行处置的
行政强制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放射
性污染防治
法》 第五十
六条产生放
射性固体废
物的单位，
不按照本法
第四十五条
的规定对其
产生的放射
性固体废物
进行处置
的，由审批
该单位立项
环境影 响评
价文件的环
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
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
指定有处置
能力的单位
代为处置，
所需费用由
产生放 射性
固体废物的
单位承担，
可以并处二
十万元以下
罚款；构成
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
责任。

1.执行阶段责任：监督
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
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规定
期限内不采取治理措施
的，生态环境部门制定
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
治理；2.代治理阶段责
任：监督治理单位污染
治理；3.治理费用核算
评估阶段责任：聘请第
三方对治理费用进行评
估；4.治理费用给付阶
段责任：违法企业交付
治理费用；5.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行政强制法》第十六
条-第二十条。

《环境保护法》第六十
七条、第六十八条、第
六十九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
法》第四十八条。

市级

临汾市生态
代处置
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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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

1200-C00800141000

对违法生产
、 销售、使
用、 进出口
的消耗 臭氧
层物质的 单
位及其生产
设备、设施
、 原料及产
品的 行政强
制

1.立案阶段责任：生态
环境部门在检查中发现
或者接到举报存在环境
保护违法行为的，应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2.调查取证阶段责
任：立案案件指定专人
负责，与当事人有直接
《消耗臭氧 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层物质管理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
条例》 第二 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
十六条第一 证件，允许当事人陈述
款：县级以 申辩，执法人员应保守
上人民政府 有关秘密；3.案件审批
环境保护主 阶段责任：需要查封.扣
管部门和其 押的环保部门应当书面
他有关部门 报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进行监督检 负责人批准，对案情重
查，有权采 大或社会影响较大的， 《行政强制法》第十六
取下列措
条-第二十条。
由局务会集体讨论决
施： （五） 定；4.执行阶段责任：
扣押、查封 当场告知排污者的负责
违法生产、 人或委托人实施查封.扣
销售、使用 押的依据及依法享有的
、进出口的 权利.救济途径，并听取
消耗臭氧层 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物质及其生 依法查封.扣押造成造成
产设备、设 污染物排放的设施或设
施、原料及 备，并制作查封.扣押清
产品。
单；情况紧急，需要当
场实施查封.扣押的，应
当在实施后24小时内补
办批准手续；5.解除阶
段责任：查封.扣押期限
不得超过30日，需要延
长的，须经环保主管部
门负责人批准，但延长
期限不得超过30日；查

《环境保护法》第六十
七条、第六十八条、第
六十九条、《消耗臭氧
层物质管理条例》第三
十条。

市级

临汾市生态
环境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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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

1200-C00900141000

对涉嫌违反
规 定的场所
、设 备、运
输工具 和物
品的行政 强
制

《医疗废物
管理条例》
第三十九条
第（四）项
卫生行政主
管部门、环
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履
行监督检查
职责时，有
权采取下列
措施：
（四）查封
或者暂扣涉
嫌违反本条
例规定的场
所、设备、
运输工具和
物品。

1.立案阶段责任：生态
环境部门在检查中发现
或者接到举报存在环境
保护违法行为的，应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2.调查取证阶段责
任：立案案件指定专人
负责，与当事人有直接
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
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
证件，允许当事人陈述
申辩，执法人员应保守
有关秘密；3.案件审批
阶段责任：需要查封.扣
押的环保部门应当书面
报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负责人批准，对案情重
大或社会影响较大的， 《行政强制法》第十六
条-第二十条。
由局务会集体讨论决
定；4.执行阶段责任：
当场告知排污者的负责
人或委托人实施查封.扣
押的依据及依法享有的
权利.救济途径，并听取
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依法查封.扣押造成造成
污染物排放的设施或设
备，并制作查封.扣押清
单；情况紧急，需要当
场实施查封.扣押的，应
当在实施后24小时内补
办批准手续；5.解除阶
段责任：查封.扣押期限
不得超过30日，需要延
长的，须经环保主管部
门负责人批准，但延长
期限不得超过30日；查

《环境保护法》第六十
七条、第六十八条、第
六十九条、《医疗废物
管理条例》 第四十三条

市级

临汾市生态
环境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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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

1200-C01000141000

在发生辐射
事 故或者有
证据 证明辐
射事故 可能
发生时的 行
政强制

1.立案阶段责任：生态
环境部门在检查中发现
或者接到举报存在环境
《放射性同
保护违法行为的，应予
位素与射线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装置安全和
案；2.调查取证阶段责
防护条例》
任：立案案件指定专人
第四十三条
负责，与当事人有直接
在发生辐射
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事故或者有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
证据证明辐
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
射事故可能
证件，允许当事人陈述
发生时，县
申辩，执法人员应保守
级以上人民
有关秘密；3.案件审批
政府环境保
《行政强制法》第十六
阶段责任：采取临时控
护主管部门
条-第二十条。
制措施应当书面报经环
有权采取下
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人
列临时控制
批准，对案情重大或社
措施：
会影响较大的，由局务
（一） 责令
会集体讨论决定；4.执
停止导致或
行阶段责任：当场告知
者可能导致
排污者的负责人或委托
辐射事故的
人采取临时控制的依据
作业；
及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
（二） 组织
途径，并听取当事人的
控制事故现
陈述和申辩；5.其他法
场。
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履行的责任。

《环境保护法》第六十
七条、第六十八条、第
六十九条。

市级

临汾市生态
停止作业
环境局

51

行政强制

1200-C01100141000

对未按照规
定 对废旧放
射源 进行处
理等行 为的
行政强制

《放射性同
位素与射线
装置安全和
防护条例》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
规定，生产
、销售、使
用放射性同
位素和射线
装置的单位
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环境
保护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
的，由原发
证机关指定
有处理能力
的单位代为
处理或者实
施退役，费
用由生产、
销售、使用
放射性同位
素和射线装
置的单位承
担，并处1万
元以上10万
元以下的罚
款： （一）
未按照规定
对废旧放射
源进行处理

1.执行阶段责任：监督
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
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规定
期限内不采取治理措施
的，生态环境部门制定
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
治理；2.代治理阶段责
任：监督治理单位污染
治理；3.治理费用核算
评估阶段责任：聘请第
三方对治理费用进行评
估；4.治理费用给付阶
段责任：违法企业交付
治理费用；5.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行政强制法》第十六
条-第二十条。

《环境保护法》第六十
七条、第六十八条、第
六十九条。

市级

临汾市生态
代处理
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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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

1200-C01200141000

对核技术利
用 单位未按
照规 定将其
产生的 废旧
放射源或 者
其他放射性
固体废物送
交 贮存、处
置的 行为的
行政强 制

《放射性废
物安全管理
条例》 第三
十六条违反
本条例规
定，核设施
营运单位、
核技术利用
单位有下列
行为之一
的，由审批
该单位立项
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的环
境保护主管
部门责令停
止违法行
为，限期改
正；逾期不
改正的，指
定有相应许
可证的单位
代为贮存或
者处置，所
需费用由核
设施营运单
位、核技术
利 用单位承
担，可以处
20万元以下
的罚款；构
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一） 核设
施营运单位
未按照规
定，将其产

1.执行阶段责任：监督
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
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规定
期限内不采取治理措施
的，生态环境部门制定
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
治理；2.代治理阶段责
任：监督治理单位污染
治理；3.治理费用核算
评估阶段责任：聘请第
三方对治理费用进行评
估；4.治理费用给付阶
段责任：违法企业交付
治理费用；5.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行政强制法》第十六
条-第二十条。

《环境保护法》第六十
七条、第六十八条、第
六十九条、《放射性废
物安全管理条例》 第三
十五条

市级

临汾市生态
代处置
环境局

53

行政强制

1200-C01300141000

对核技术利
用 等单位造
成环 境污染
被责令 限期
采取治理 措
施消除污
染，逾期不
采 取治理措
施的 行政强
制

《放射性废
物安全管理
条例》 第三
十七条违反
本条例规
定，有下列
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
府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
改正，处10
万元以上20
万元以下的
罚款；造成
环境污染
的，责令限
期采取治理
措施消除污
染，逾期不
采取治理措
施，经催告
仍不治理
的，可以指
定有治理能
力的 单位代
为治理，所
需费用由违
法者承担；
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
任： （一）
核设施营运
单位将废旧
放射源送交

1.执行阶段责任：监督
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
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规定
期限内不采取治理措施
的，生态环境部门制定
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
治理；2.代治理阶段责
任：监督治理单位污染
治理；3.治理费用核算
评估阶段责任：聘请第
三方对治理费用进行评
估；4.治理费用给付阶
段责任：违法企业交付
治理费用；5.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行政强制法》第十六
条-第二十条。

《环境保护法》第六十
七条、第六十八条、第
六十九条、《放射性废
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三
十五条。

市级

临汾市生态
代治理
环境局

54

行政强制

1200-C01400141000

对土地复垦
义 务人将重
金属 污染物
或者其 他有
毒有害物 质
用作回填或
者充填材料
的 行政强制

《土地复垦
条例》 第四
十条土地复
垦义务人将
重金属污染
物或者其他
有毒有害物
质用作回填
或者充填材
料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环
境保护主管
部门责 令停
止违法行
为，限期采
取治理措
施，消除污
染，处10万
元以上50万
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不
采取治理措
施的，环境
保护主管部
门可以指定
有治理能力
的单位代为
治理，所需
费用由违法
者承担。

1.执行阶段责任：监督
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
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规定
期限内不采取治理措施
的，生态环境部门制定
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
治理；2.代治理阶段责
任：监督治理单位污染
治理；3.治理费用核算
评估阶段责任：聘请第
三方对治理费用进行评
估；4.治理费用给付阶
段责任：违法企业交付
治理费用；5.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行政强制法》第十六
条-第二十条。

《环境保护法》第六十
七条、第六十八条、第
六十九条。

市级

临汾市生态
代治理
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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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

1200-C01500141000

《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管
理办法》 第
三十七条企
业事业单位
违反本办法
规定，导致
发生突发环
境事件，《
中华人民共
和国突发事
件应对法》
《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 》
《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气
对违法排污 污染防治法
造 成突发环 》《中华人
境事 件的行 民共和国固
政强制
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
》等法律法
规己有相关
处罚规定
的，依照有
关法律法规
执行。 较大
、重大和特
别重大突发
环境事件发
生后，企业
事业单位未
按要求执行
停产、停排
措施，继续
违反法律法
规规定排放

1.立案阶段责任：生态
环境部门在检查中发现
或者接到举报存在环境
保护违法行为的，应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2.调查取证阶段责
任：立案案件指定专人
负责，与当事人有直接
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
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
证件，允许当事人陈述
申辩，执法人员应保守
有关秘密；3.案件审批
阶段责任：需要查封.扣
押的环保部门应当书面
报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负责人批准，对案情重
大或社会影响较大的， 《行政强制法》第十六
条-第二十条。
由局务会集体讨论决
定；4.执行阶段责任：
当场告知排污者的负责
人或委托人实施查封.扣
押的依据及依法享有的
权利.救济途径，并听取
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依法查封.扣押造成造成
污染物排放的设施或设
备，并制作查封.扣押清
单；情况紧急，需要当
场实施查封.扣押的，应
当在实施后24小时内补
办批准手续；5.解除阶
段责任：查封.扣押期限
不得超过30日，需要延
长的，须经环保主管部
门负责人批准，但延长
期限不得超过30日；查

《环境保护法》第六十
七条、第六十八条、第
六十九条、《大气污染
防治法》第一百二十六
条、第一百二十七条、
《水污染防治法》第八
十条、第一百零一条、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第六十七条。

市级

临汾市生态
环境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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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

4900-C00100141000

对可能被转
移、隐匿或
者灭失的医
疗保险基金
相关资料进
行封存

【法律】：
《社会保险
法》第七十
九条
（一）实施前须向行政
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
准；
（二）由两名以上行政
执法人员实施；
（三）出示执法身份证
件；
（四）通知当事人到
场；
（五）当场告知当事人
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
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
径；
（六）听取当事人的陈
述和申辩；
（七）制作现场笔录；
（八）现场笔录由当事
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
或者盖章，当事人拒绝
的，在笔录中予以注
明；
（九）当事人不到场
的，邀请见证人到场，
由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
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
者盖章；
（十）法律、法规规定
的其他程序。

《社会保险法》第七十
九条：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
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
存在问题的，应当提出
整改建议，依法作出处
理决定或者向有关行政
部门提出处理建议。社
会保险基金检查结果应
当定期向社会公布。社
会保险行政部门对社会
保险基金实施监督检
查，有权采取下列措
施：（一）查阅、记录
、复制与社会保险基金
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
相关的资料，对可能被
转移、隐匿或者灭失的
资料予以封存；（二）
询问与调查事项有关的
单位和个人，要求其对
与调查事项有关的问题
作出说明、提供有关证
明材料；（三）对隐匿
、转移、侵占、挪用社
会保险基金的行为予以
制止并责令改正。

《社会保险法》第七十
九条

市级

市医保局

57

58

行政强制

行政强制

4900-C00200141000

4900-C00300141000

件；
（四）通知当事人到
场；
（五）当场告知当事人
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
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
径；
（六）听取当事人的陈
述和申辩；
（七）制作现场笔录；
（八）现场笔录由当事
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
或者盖章，当事人拒绝
的，在笔录中予以注
【法律】： 明；
对企业划拨
《社会保险 （九）当事人不到场
欠缴的医疗
法》第六十 的，邀请见证人到场，
保险费、生
由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
三条
育保险费
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
者盖章；
（十）法律、法规规定
的其他程序。

对企业未足
额缴纳职工
医疗保险费
、生育保险
费加收滞纳
金

【法律】：
《社会保险
法》第八十
六条

《社会保险法》第六十
三条：用人单位未按时
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
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
者补足。用人单位逾期
仍未缴纳或者补足社会
保险费的，社会保险费
征收机构可以向银行和
其他金融机构查询其存
款账户；并可以申请县
级以上有关行政部门作
出划拨社会保险费的决
定，书面通知其开户银
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划
拨社会保险费。用人单
位账户余额少于应当缴
纳的社会保险费的，社
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
要求该用人单位提供担
保，签订延期缴费协议
。
《社会保险法》第八十
六条：用人单位未按时
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
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
补足，并自欠缴之日
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
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
纳的，由有关行政部门
处欠缴数额一倍以上三
倍以下的罚款。

《社会保险法》第六十
三条

《社会保险法》第八十
六条

市级

市医保局、
市医保中 心

市级

市医保局、
市医保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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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

2400-C001001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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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的危险物
品查封、扣
押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六十二条
【部门规章】
《安全生产监管监察
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
究的暂行规定》（2009
年国家安监总局令第24
号）第十一条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办法》（2012
年国家安监总局令第15
号）第十五条

1、立案责任：在检查
中或者接到举报的，发
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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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的危险物
品，应予以审查，决定
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已经
立案的案件，进行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
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收集相关证据，允
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
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
3、审查责任：案件调
查人员提出拟处理意
见，决定是否予以查封
或者扣押。
4、告知责任：在做出
行政强制决定时，通知
当事人到场，当场告知
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
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
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救济途径，听取当事人
的陈述和申辩，制作现
场笔录。
5、执行责任：封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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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的危险物品。

《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
第六十二条
《安全生
产监管监察
1、《行政强制法》第
职责和行政
十八条、第二十五条
执法责任追
2、同1。
究的暂行规
3、同1。
定》（2009
4、同1。
年国家安监
5-1、《行政强制法》
总局令第24
第二十四条
号）第十一
5-2、《安全生产违法
条
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
《行政强
十五条
制法》第十
八条、第二
十四条
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的
相关规定

市级

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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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

2400-C00200141000

对非法生
产、经营易
制毒化学品
行为的相关
证据材料和
违法物品扣
押；临时查
封有关场所

【行政法规】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
445号）第三十二条

1、立案责任：在检查
中或者事故调查中发现
、或者接到举报的生产
经营易制毒化学品违法
案件，应予以审查，决
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已经
立案的案件，进行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
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收集相关证据，允
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
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
3、审查责任：案件调
查人员提出拟处理意
见，决定是否予以查封
或者扣押。
4、告知责任：在做出
行政强制决定时，通知
当事人到场，当场告知
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
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
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救济途径，听取当事人
的陈述和申辩，制作现
场笔录。
5、执行责任：封存相
关证据材料和扣押物品
。
6、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易制毒
化学品管理
条例》（国
务院令第445
1、《行政强制法》第 号）第三十
十八条、第二十五条
二条
2、同1。
《行政强
3、同1。
制法》第十
4、同1。
八条、第二
5-1、《行政强制法》 十四条
第二十四条
《安全生
5-2、《安全生产违法 产违法行为
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 行政处罚办
十五条
法》第十五
条
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的
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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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拒不
执行消除事
故隐患的决
定，采取停
止供电、停
止供应民用
爆炸物品等
强制措施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六十七条

1、立案责任：在检查
中企业拒不执行消除事
故隐患的决定，应予以
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已经
立案的案件，进行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
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收集相关证据，允
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
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
3、审查责任：案件调
1《行政强制法》第十
查人员提出拟处理意
八条
见，决定是否采取停止
2、同1。
供电、停止供应民用爆
3、《安全生产违法行
炸物品等。
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十
4、告知责任：在做出
六条
行政强制决定时，通知
4、同3。
当事人到场，当场告知
5、同3
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
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
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救济途径，听取当事人
的陈述和申辩，制作现
场笔录。
5、执行责任：生产经
营单位依法履行行政决
定、采取相应措施消除
事故隐患的，安全监管
监察部门应当及时解除
强制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
第六十七条
《行政强
制法》第十
八条
《安全生
产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办
法》第十六
条
《中国共
产党廉洁自
律准则》
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的
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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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1.审批责任：
实施前须填写行政
1.《中 处罚有关事项审批表，
华人民共和 向市工商局负责人报告
国产品质量 并经批准。情况紧急，
法》第十八 需要当场实施的，应当
条第四项； 在24小时内向负责人报
2.《中华人 告，并补办批准手续。
民共和国商 2.执行责任：
标法》第六
由两名以上持有《
十二条第四 工商行政管理执法证》
项；
人员实施现场检查，通
【行政法规 知当事人到场，出示执
】
法证件。制作现场笔
1.《危 录，并由当事人和执法
险化学品安 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当
全管理条例 时拒绝签名的，在笔录
查封
（封存）违 》（国务院 中予以说明。当事人拒
法物品、场 令第344号） 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
所或扣押(扣 第七条第一 到场，并由见证人和执
留)违法物品 款第四项； 法人员签名或盖章。扣
2.《无 押当事人托运的物品，
证无照经营 应当通知有关运输部门
查处办法》 协助办理，并书面通知
第684号现公 当事人。对当事人家存
布《无证无 或者寄存的涉嫌违法物
照经营查处 品，需要扣押的，责令
办法》（国 当事人取出；当事人拒
务院令第684 绝取出的，应当会同公
号）第十一 安等有关部门将其取
条第四项； 出，并办理扣押手续。
3.《互 3.处理责任：
联网上网服
应当根据情况分别
务营业场所 制作实施查封、扣押决
管理条例》 定书和(场所、设置、财
（国务院令 物)清单。需要鉴定、检
第588号）第 测、检验或者技术鉴定
二十七条； 的制作(检测、检验、检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
条、第六十四条。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强制法》第 六十一
、六十二、六十三、六
十四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
三条。
【行政法规】
《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国务院第
495号令）。
【行政法规】
《危险化学品安全
管理条例》第九十四、
九十五、九十六条；《
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
》第十九条；《互联网
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
条例》第二十五、二十 市级
六条。《直销管理条例
》第三十八条。《报废
汽车回收管理办法》第
二十七、二十八、二十
九条。《军服管理条例
》第十七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
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五十八、六十、六
十一、六十二、六十三
、六十四条。《禁止传
销条例》第二十九条。
【党内法规】
《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
【地方性法规】
《山西省行政执法
条例》第十三条、第四
十至四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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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审批责任：
实施前须填写行政
处罚有关事项审批表向
市工商局负责人报告并
经批准。情况紧急，需
要当场实施的，应当在
24小时内向负责人报
告，并补办批准手续。
2.执行责任：
由两名以上持有《
工商行政管理执法证》
人员实施现场检查，通
知当事人到场，出示执
【行政法规 法证件。制作现场笔
】
录，并由当事人和执法
《中华 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当
人民共和国 时拒绝签名的，在笔录
临时 公司登记管 中予以说明。当事人拒
扣留营业执 理条例》
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
照
（国务院令 到场，并由见证人和执
第648号）第 法人员签名或盖章。
六十一条。 3.处理责任：
制作实施行政强制
措施决定书，决定对需
要认定的营业执照予以
临时扣留；当场告知当
事人采取扣留营业执照
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
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
辩权利等，告知当事人
有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
行政诉讼的权利。
4.其他责任：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法 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强制法》第 六十一
、六十二、六十三、六
十四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
三条。
【行政法规】
《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国务院第
1-1《中华人民共和 495号令）。
国行政强制法》第 六十 【党内法规】
一、六十二、六十三、
《中国共产党纪律 市级
六十四条。
处分条例》。
【地方性法规】
《山西省行政执法
条例》第十三条、第四
十至四十二条。
【规范性文件】
《山西省行政机关
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
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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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封、扣押
有证据证明
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或
者有证据证
明存在安全
隐患以及用
于违法生产
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
剂、食品相
关产品；查
封违法从事
生产经营活
动的场所。

【法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
全法》第一
百一十条。
(第一百一十
条 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
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质
量监督部门
履行各自食
品安全监督
管理职责，
有权采取下
列措施，对
生产经营者
遵守本法的
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
（一）
进入生产经
营场所实施
现场检查；
（二）
对生产经营
的食品、食
品添加剂、
食品相关产
品进行抽样
检验；
（三）
查阅、复制
有关合同、
票据、账簿
以及其他有
关资料；
（四）

1、决定责任：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实施对有证据
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
的药品及其有关材料的
查封、扣押行政强制措
施的执法人员应向机关
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
如遇有紧急情况，需当
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
在二十四小时向机关负
责人报告，补办批准手
续。
2、告知责任：食品药
品执法人员当场告知当
事人采取强制措施的理
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
径。
3、执行责任：由2名以
上食品药品行政
执法人员实施，在实施
行政强制的现场，应通
知当事人到现场，出示
执法证件，同时制作现
场笔录。当事人不到现
场的，请见证人到场，
由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
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
者盖章，当事人拒绝在
现场笔录上签字的，在
笔录中应予以注明；执
法人员应当制作文书并
当场交付查封、扣押决
定书和清单，查封、扣
押清单一式二份，由当
事人和行政机关执法人
员各自保存。

【法律】《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
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
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
量监督部门履行各自食
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
有权采取下列措施，对
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一）进入生产经
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二）对生产经营
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抽样
检验；
（三）查阅、复制
有关合同、票据、账簿
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四）查封、扣押
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
明存在安全隐患以及用
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食品相
关产品；
（五）查封违法从
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

《行政强制法》第六十
一条~第六十四条、第六
十八条。《行政机关公
务员处分条例》（国务
院令第495号）第二条、
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
市级
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
条、第二十八条。《山
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
四十条~第四十三条。
其他法律法规的相关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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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押易制毒
化学品相关
的证据材料
和违法物
品；临时查
封有关场所
。

【行政法规
】《易制毒
化学品管理
条例》（国
务院令第445
号）第三十
二条。(第三
十二条 县
级以上人民
政府公安机
关、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
部门、安全
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商
务主管部门
、卫生主管
部门、价格
主管部门、
铁路主管部
门、交通主
管部门、工
商行政管理
部门、环境
保护主管部
门和海关，
应当依照本
条例和有关
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
定，在各自
的职责范围
内，加强对
易制毒化学
品生产、经
营、购买、
运输、价格
以及进口、

1、决定责任：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实施对有证据
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
的药品及其有关材料的
查封、扣押行政强制措
施的执法人员应向机关
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
如遇有紧急情况，需当
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
在二十四小时向机关负
责人报告，补办批准手
续。
2、告知责任：食品药
品执法人员当场告知当
事人采取强制措施的理
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
径。
3、执行责任：由2名以
上食品药品行政
执法人员实施，在实施
行政强制的现场，应通
知当事人到现场，出示
执法证件，同时制作现
场笔录。当事人不到现
场的，请见证人到场，
由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
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
者盖章，当事人拒绝在
现场笔录上签字的，在
笔录中应予以注明；执
法人员应当制作文书并
当场交付查封、扣押决
定书和清单，查封、扣
押清单一式二份，由当
事人和行政机关执法人
员各自保存。

【行政法规】《易制毒
化学品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445号）第三十
二条。(第三十二条 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
关、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商务主管部门
、卫生主管部门、价格
主管部门、铁路主管部
门、交通主管部门、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和海关，
应当依照本条例和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
内，加强对易制毒化学
品生产、经营、购买、
运输、价格以及进口、
出口的监督检查；对非
法生产、经营、购买、
运输易制毒化学品，或
者走私易制毒化学品的
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前款规定的行政主
管部门在进行易制毒化
学品监督检查时，可以
依法查看现场、查阅和
复制有关资料、记录有
关情况、扣押相关的证
据材料和违法物品；必
要时，可以临时查封有
关场所。
被检查的单位或者
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有关
情况和材料、物品，不
得拒绝或者隐匿。)

《行政强制法》第六十
一条~第六十四条、第六
十八条。《行政机关公
务员处分条例》（国务
院令第495号）第二条、
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
市级
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
条、第二十八条。《山
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
四十条~第四十三条。
其他法律法规的相关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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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符合法
定要求的食
品、（含保
健食品）、
药品、医疗
器械、化妆
品有关合同
、票据、账
簿以及其他
有关资料的
查封、扣押
。

【行政法规
】《国务院
关于加强食
品等产品安
全监督管理
的特别规定
》(国务院令
第503号)第
十五条第
（二）项、
第（三）项
、第（四）
项。(第十五
条 农业、
卫生、质检
、商务、工
商、药品等
监督管理部
门履行各自
产品安全监
督管理职
责，有下列
职权：
（一）
进入生产经
营场所实施
现场检查；
（二）
查阅、复制
、查封、扣
押有关合同
、票据、账
簿以及其他
有关资料；
（三）
查封、扣押
不符合法定
要求的产

1、决定责任：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实施对有证据
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
的药品及其有关材料的
查封、扣押行政强制措
施的执法人员应向机关
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
如遇有紧急情况，需当
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
在二十四小时向机关负
责人报告，补办批准手
续。
2、告知责任：食品药
品执法人员当场告知当
事人采取强制措施的理
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
径。
3、执行责任：由2名以
上食品药品行政
执法人员实施，在实施
行政强制的现场，应通
知当事人到现场，出示
执法证件，同时制作现
场笔录。当事人不到现
场的，请见证人到场，
由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
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
者盖章，当事人拒绝在
现场笔录上签字的，在
笔录中应予以注明；执
法人员应当制作文书并
当场交付查封、扣押决
定书和清单，查封、扣
押清单一式二份，由当
事人和行政机关执法人
员各自保存。

【行政法规】《国务院
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
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
》(国务院令第503号)第
十五条第（二）项、第
（三）项、第（四）项
。(第十五条 农业、卫
生、质检、商务、工商
、药品等监督管理部门
履行各自产品安全监督
管理职责，有下列职
权：
（一）进入生产经
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二）查阅、复制
、查封、扣押有关合同
、票据、账簿以及其他
有关资料；
（三）查封、扣押
不符合法定要求的产
品，违法使用的原料、
辅料、添加剂、农业投
入品以及用于违法生产
的工具、设备；
（四）查封存在危
害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重大隐患的生产经营场
所。)

《行政强制法》第六十
一条~第六十四条、第六
十八条。《行政机关公
务员处分条例》（国务
院令第495号）第二条、
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
市级
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
条、第二十八条。《山
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
四十条~第四十三条。
其他法律法规的相关规
定。

临汾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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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

2100-C00100141000

对有严重质
量问题的产
品及有关物
品的查封、
扣押或封存

1、告知（催告）责任：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
告知（催告）当事人采
取行政强制的理由、依
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
的权利，救济途径，听
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法律】《
。
中华人民共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
和国产品质
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
量法》 第十
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
八条
证据，应当进行记录、 《行政强制法》第十八
【地方性法
复核，无正当理由的， 条、第二十四条
规】《山西
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
省产品质量
并经批准。
监督管理条
3、执行责任。制作笔
例》 第十五
录，下达行政强制措施
条
文书。
4、事后监管责任：对于
查封扣押和封存的物品
要妥善保管。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
质量法》第十八条、第
六十八条《山西省产品
质量监督管理条例》 第
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
市级
国行政强制法》第六十
一条、第六十二条、第
六十三条其他法律法规
规章的相关规定

临汾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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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

2100-C00200141000

对违法生产
经营涉及人
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有关
的产品、有
关物品以及
生产场所的
查封或扣押

1、告知（催告）责任：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
告知（催告）当事人采
取行政强制的理由、依
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
的权利，救济途径，听
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
【行政法规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
】《国务院
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
关于加强食
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
品等产品安
证据，应当进行记录、 《行政强制法》第十八
全监督管理
复核，无正当理由的， 条、第二十四条
的特别规定
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
》（国务院
并经批准。
令第503号）
3、执行责任。制作笔
第十五条
录，下达行政强制措施
文书。
4、事后监管责任：对于
查封扣押和封存的物品
要妥善保管。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
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
特别规定》第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
条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的
相关规定

市级

临汾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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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

2100-C00300141000

对违规生产
、销售或者
在经营活动
中使用的列
入目录产品
的查封或扣
押

1、告知（催告）责任：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
【行政法规 告知（催告）当事人采
】《中华人 取行政强制的理由、依
民共和国工 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
业产品生产 的权利，救济途径，听
许可证管理 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条例》（国 。
务院令第440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
号）第三十 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
七条
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
【部门规章 证据，应当进行记录、 《行政强制法》第十八
】《中华人 复核，无正当理由的， 条、第二十四条
民共和国工 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
业产品生产 并经批准。
许可证管理 3、执行责任。制作笔
条例实施办 录，下达行政强制措施
法》（2014 文书。
年国家质检 4、事后监管责任：对于
总局令第156 查封扣押和封存的物品
号）第四十 要妥善保管。
四条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
例》第三十七条 《中华
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
办法》第四十四条
市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
条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的
相关规定

临汾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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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

2100-C00400141000

对违规计量
器具的封存

1、告知（催告）责任：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
【行政法规 告知（催告）当事人采
】《中华人 取行政强制的理由、依
民共和国计 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
量法实施细 的权利，救济途径，听
则》（1987 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年国务院批 。
准，国家计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
量局发布） 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
第四十七条 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
【行政法规 证据，应当进行记录、
】《中华人 复核，无正当理由的，
民共和国进 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
口计量器具 并经批准。
监督管理办 3、执行责任。制作笔
法（1989年 录，下达行政强制措施
国务院批
文书。
准，国家技 4、事后监管责任：对于
术监督局令 查封扣押和封存的物品
第3号发布） 要妥善保管。
第二十一条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
法实施细则》 第四十七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
1、《行政强制法》第十
口计量器具监督管理办
八条
法》第二十一条
《
3、同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 市级
4、同上
制法》第六十一条、第
5、《行政强制法》第二
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
十四条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的相
关规定

临汾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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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

2100-C00500141000

对不符合安
全技术规范
要求或者存
在严重事故
隐患的特种
设备的查封
、扣押

1、告知（催告）责任：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
告知（催告）当事人采
取行政强制的理由、依
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
的权利，救济途径，听
【法律】《 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中华人民共 。
和国特种设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
备安全法》 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
第六十一条 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
【行政法规 证据，应当进行记录、 《行政强制法》第十八
】《特种设 复核，无正当理由的， 条、第二十四条
备安全监察 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
条例》（国 并经批准。
务院令第549 3、执行责任。制作笔
号）第五十 录，下达行政强制措施
一条
文书。
4、事后监管责任：对于
查封扣押和封存的物品
要妥善保管。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
设备安全法》 第六十一
条
《特种设备安全监
察条例》第五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市级
强制法》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
条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的
相关规定

临汾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72

行政强制

2100-C00600141000

查封、扣押
有证据证明
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或
者有证据证
明存在安全
隐患以及用
于违法生产
经营的食品
相关产品;

【法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
全法》第一
百零二条

1、告知（催告）责任：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
告知（催告）当事人采
取行政强制的理由、依
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
的权利，救济途径，听
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
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
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
证据，应当进行记录、 《行政强制法》第十八
复核，无正当理由的， 条、第二十四条
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
并经批准。
3、执行责任。制作笔
录，下达行政强制措施
文书。
4、事后监管责任：对于
查封扣押和封存的物品
要妥善保管。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一百零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
条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的
相关规定

市级

临汾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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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强制

1400-C00100141000

对在公路用
地范围内设
置公路标志
以外的其他
标志的，由
交通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
拆除，逾期
不拆除行为
的行政强制

【法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路法
》第五十四
条 第七十
九条

1、立案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发
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
违法行为时，及时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指定
专人负责调查、取证，
并遵守回避原则。执法
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
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
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
、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主
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相关
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
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
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
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
5、执行责任：依照生效
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法
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

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
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三条 第六十四条
3-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七条 第六十八条
3-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条
3-3《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二条
4.《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十
七条
5-1.《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2009年8
月27日修订）第四十四
条
5-2.《交通运输行政执
法程序规定》（2019年
交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
一百零二条 第一百零
三条 第一百零四条
第一百零五条
5-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第四十二条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
条
2、《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处分暂行规定》第十八
条
3、《山西省行政执法条
例》第四十条、第四十
一条、第四十二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第五十四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四十二条
6、违反其他法律、法规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市级

交通运输局

行政强制执
行（强制拆
除）

74

行政
强制

1400-C00200141000

对在公路建
筑控制区内
修建建筑物
、地面构筑
物或者擅自
埋设管线、
电缆等设施
的，由交通
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拆
除，逾期不
拆除行为的
行政强制

1、立案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发
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
违法行为时，及时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指定
专人负责调查、取证，
并遵守回避原则。执法
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
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法律】《 密。
中华人民共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
和国公路法 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第五十六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
条
第八 、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十一条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行政法规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公路安 查，提出处理意见（主
全保护条例 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第五十六 的方式补充调查）
条
4、告知责任：作出相关
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
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
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
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
5、执行责任：依照生效
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法
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

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
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三条 第六十四条
3-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七条 第六十八条
3-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条
3-3《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二条
4.《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十
七条
5-1.《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2009年8
月27日修订）第四十四
条
5-2.《交通运输行政执
法程序规定》（2019年
交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
一百零二条 第一百零
三条 第一百零四条
第一百零五条
5-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第四十二条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
条
2、《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处分暂行规定》第十八
条
3、《山西省行政执法条
例》第四十条、第四十
一条、第四十二条
4-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第五十六条
4-2《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第五十六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四十二条
6、违反其他法律、法规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市级

交通运输局

行政强制执
行（强制拆
除）

75

行政
强制

1400-C00300141000

对未经批
准，擅自挖
掘道路、占
用道路施工
或者从事其
他影响道路
交通安全活
动的强制措
施

【法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
第一百零四
条 未经批
准，擅自挖
掘道路、占
用道路施工
或者从事其
他影响道路
交通安全活
动的，由道
路主管部门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并
恢复原状，
可以依法给
予罚款；致
使通行的人
员、车辆及
其他财产遭
受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1、立案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发
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
违法行为时，及时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指定
专人负责调查、取证，
并遵守回避原则。执法
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
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
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
、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主
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相关
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
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
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
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
5、执行责任：依照生效
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法
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

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
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三条 第六十四条
3-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七条 第六十八条
3-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条
3-3《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二条
4.《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十
七条
5-1.《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2009年8
月27日修订）第四十四
条
5-2.《交通运输行政执
法程序规定》（2019年
交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
一百零二条 第一百零
三条 第一百零四条
第一百零五条
5-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第四十二条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
条
2、《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处分暂行规定》第十八
条
3、《山西省行政执法条
例》第四十条、第四十
一条、第四十二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
零四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四十二条
6、违反其他法律、法规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市级

交通运输局

行政强制执
行（恢复原
状）

76

行政
强制

1400-C00400141000

对经批准进
行超限运输
的车辆，未
按照指定时
间、路线和
速度行驶，
由公路管理
机构责令改
正，拒不改
正的行为的
行政强制

【行政法规
】《公路安
全保护条例
》第六十五
条

1、立案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发
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
违法行为时，及时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指定
专人负责调查、取证，
并遵守回避原则。执法
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
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
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
、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主
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相关
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
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
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
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
5、执行责任：依照生效
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法
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

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
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三条 第六十四条
3-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七条 第六十八条
3-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条
3-3《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二条
4.《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十
七条
5-1.《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2009年8
月27日修订）第四十四
条
5-2.《交通运输行政执
法程序规定》（2019年
交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
一百零二条 第一百零
三条 第一百零四条
第一百零五条
5-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第四十二条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
条
2、《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处分暂行规定》第十八
条
3、《山西省行政执法条
例》第四十条、第四十
一条、第四十二条
4、《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第六十五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四十二条
6、违反其他法律、法规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市级

交通运输局

行政强制措
施（扣留车
辆）

77

行政
强制

1400-C00500141000

对采取故意
堵塞固定超
限检测站点
通行车道、
强行通过固
定超限检测
站点等方式
扰乱超限检
测秩序或者
采取短途驳
载等方式逃
避超限检测
行为的行政
强制

【行政法规
】《公路安
全保护条例
》第六十七
条

1、立案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发
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
违法行为时，及时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指定
专人负责调查、取证，
并遵守回避原则。执法
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
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
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
、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主
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相关
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
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
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
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
5、执行责任：依照生效
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法
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

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
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三条 第六十四条
3-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七条 第六十八条
3-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条
3-3《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二条
4.《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十
七条
5-1.《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2009年8
月27日修订）第四十四
条
5-2.《交通运输行政执
法程序规定》（2019年
交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
一百零二条 第一百零
三条 第一百零四条
第一百零五条
5-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第四十二条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
条
2、《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处分暂行规定》第十八
条
3、《山西省行政执法条
例》第四十条、第四十
一条、第四十二条
4、《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第六十七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四十二条
6、违反其他法律、法规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市级

交通运输局

行政强制措
施（扣留车
辆）

78

行政
强制

1400-C00600141000

对造成公路
、公路附属
设施损坏，
拒不接受公
路管理机构
现场调查处
理行为的强
制措施

【行政法规
】《公路安
全保护条例
》第七十二
条
【法律】《
行政强制法
》第四十六
条

1、立案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发
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
违法行为时，及时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指定
专人负责调查、取证，
并遵守回避原则。执法
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
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
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
、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主
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相关
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
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
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
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
5、执行责任：依照生效
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法
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

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
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三条 第六十四条
3-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七条 第六十八条
3-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条
3-3《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二条
4.《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十
七条
5-1.《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2009年8
月27日修订）第四十四
条
5-2.《交通运输行政执
法程序规定》（2019年
交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
一百零二条 第一百零
三条 第一百零四条
第一百零五条
5-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第四十二条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
条
2、《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处分暂行规定》第十八
条
3、《山西省行政执法条
例》第四十条、第四十
一条、第四十二条
4、《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第七十二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四十二条
6、违反其他法律、法规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市级

交通运输局

行政强制措
施（扣留车
辆）

79

行政
强制

1400-C00700141000

对造成公路
、公路附属
设施损坏，
拒不接受公
路管理机构
现场调查处
理，车辆扣
留之后逾期
不接受处
理，并且经
公告3个月仍
不来接受处
理的强制措
施

【行政法规
】《公路安
全保护条例
》第七十二
条
【法律】《
行政强制法
》第四十六
条

1、立案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发
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
违法行为时，及时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指定
专人负责调查、取证，
并遵守回避原则。执法
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
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
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
、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主
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相关
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
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
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
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
5、执行责任：依照生效
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法
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

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
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三条 第六十四条
3-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七条 第六十八条
3-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条
3-3《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二条
4.《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十
七条
5-1.《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2009年8
月27日修订）第四十四
条
5-2.《交通运输行政执
法程序规定》（2019年
交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
一百零二条 第一百零
三条 第一百零四条
第一百零五条
5-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第四十二条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
条
2、《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处分暂行规定》第十八
条
3、《山西省行政执法条
例》第四十条、第四十
一条、第四十二条
4-1《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第七十二条
4-2《行政强制法》第四
十六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四十二条
6、违反其他法律、法规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市级

交通运输局

行政强制措
施（强制拍
卖）

80

行政
强制

1400-C00800141000

行政强制措
施（证据登
记保存）

【法律】《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七
条

1、立案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发
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
违法行为时，及时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指定
专人负责调查、取证，
并遵守回避原则。执法
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
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
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
、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主
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相关
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
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
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
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
5、执行责任：依照生效
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法
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

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
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三条 第六十四条
3-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七条 第六十八条
3-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条
3-3《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二条
4.《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十
七条
5-1.《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2009年8
月27日修订）第四十四
条
5-2.《交通运输行政执
法程序规定》（2019年
交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
一百零二条 第一百零
三条 第一百零四条
第一百零五条
5-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第四十二条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
条
2、《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处分暂行规定》第十八
条
3、《山西省行政执法条
例》第四十条、第四十
一条、第四十二条
4、《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七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四十二条
6、违反其他法律、法规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市级

行政强制措
交通运输局 施（证据登
记保存）

81

行政
强制

1400-C00900141000

对当事人逾
期不履行行
政处罚决定
的行政强制

【法律】《
行政处罚法
》第五十一
条

1、立案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发
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
违法行为时，及时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指定
专人负责调查、取证，
并遵守回避原则。执法
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
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
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
、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主
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相关
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
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
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
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
5、执行责任：依照生效
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法
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

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
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三条 第六十四条
3-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七条 第六十八条
3-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条
3-3《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二条
4.《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十
七条
5-1.《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2009年8
月27日修订）第四十四
条
5-2.《交通运输行政执
法程序规定》（2019年
交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
一百零二条 第一百零
三条 第一百零四条
第一百零五条
5-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第四十二条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
条
2、《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处分暂行规定》第十八
条
3、《山西省行政执法条
例》第四十条、第四十
一条、第四十二条
4、《行政处罚法》第五
十一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四十二条
6、违反其他法律、法规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市级

行政强制执
交通运输局 行（执行
罚）

82

行政
强制

1400-C01000141000

暂扣运输车
辆、维修机
具设备或者
驾驶培训教
学车辆

1、立案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发
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
违法行为时，及时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指定
专人负责调查、取证，
并遵守回避原则。执法
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
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1、【行政法
密。
规】《中华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
人民共和国
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道路运输条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
例》 第六十
、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二条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2、【地方性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法规】《山
查，提出处理意见（主
西省道路运
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输条例》
的方式补充调查）
第五十六条
4、告知责任：作出相关
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
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
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
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
5、执行责任：依照生效
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法
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

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
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三条 第六十四条
3-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七条 第六十八条
3-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条
3-3《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二条
4.《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十
七条
5-1.《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2009年8
月27日修订）第四十四
条
5-2.《交通运输行政执
法程序规定》（2019年
交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
一百零二条 第一百零
三条 第一百零四条
第一百零五条
5-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第四十二条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
条
2、《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处分暂行规定》第十八
条
3、《山西省行政执法条
例》第四十条、第四十
一条、第四十二条
4-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二
条
4-2《山西省道路运输条
例》第五十六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四十二条
6、违反其他法律、法规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市级

交通运输局

行政强制措
施（暂扣）

83

行政
强制

1400-C01100141000

暂扣车辆、
营运证、营
运标志牌或
者从业资格
证

1、立案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发
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
违法行为时，及时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指定
专人负责调查、取证，
并遵守回避原则。执法
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
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
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地方性法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
规】《山西
、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省道路运输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条例》 第五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十七条
查，提出处理意见（主
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相关
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
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
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
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
5、执行责任：依照生效
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法
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

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
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三条 第六十四条
3-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七条 第六十八条
3-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条
3-3《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二条
4.《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十
七条
5-1.《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2009年8
月27日修订）第四十四
条
5-2.《交通运输行政执
法程序规定》（2019年
交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
一百零二条 第一百零
三条 第一百零四条
第一百零五条
5-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第四十二条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
条
2、《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处分暂行规定》第十八
条
3、《山西省行政执法条
例》第四十条、第四十
一条、第四十二条
4、《山西省道路运输条
例》第五十七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四十二条
6、违反其他法律、法规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市级

交通运输局

行政强制措
施（暂扣）

84

行政
强制

1400-C01200141000

对违反航道
通航条件影
响评价的规
定建成的项
目导致航道
通航条件严
重下降的，
逾期未采取
补救措施或
者拆除行为
的行政强制

1、立案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发
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
违法行为时，及时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指定
专人负责调查、取证，
并遵守回避原则。执法
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
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法律】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中华人民 密。
共和国航道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
法》第三十 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九条第三款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
2.【行政法 、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规】《中华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人民共和国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内河交通安 查，提出处理意见（主
全管理条例 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第六十一 的方式补充调查）
条
第六十 4、告知责任：作出相关
四条
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
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
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
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
5、执行责任：依照生效
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法
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

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
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三条 第六十四条
3-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七条 第六十八条
3-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条
3-3《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二条
4.《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十
七条
5-1.《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2009年8
月27日修订）第四十四
条
5-2.《交通运输行政执
法程序规定》（2019年
交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
一百零二条 第一百零
三条 第一百零四条
第一百零五条
5-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第四十二条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
条
2、《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处分暂行规定》第十八
条
3、《山西省行政执法条
例》第四十条、第四十
一条、第四十二条
4-1《中华人民共和国航
道法》第三十九条
4-2《中华人民共和国内
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四
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四十二条
6、违反其他法律、法规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市级

交通运输局

行政强制执
行（强制采
取的补救措
施或者强制
拆除）

85

行政
强制

1400-C01300141000

对港口违法
储存危险货
物的场所、
违法储存危
险货物行为
的行政强制

1.【法律】
《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
六十二条第
一款第
（四）项
2.【行政法
规】《危险
化学品安全
管理条例》
第七条第一
款第（四）
项
3.【行政法
规】《国务
院关于特大
安全事故行
政责任追究
的规定》第
十三条
4.【部门规
章】《港口
危险货物安
全管理规定
》第六十一
条第一款第
（七）项

1、立案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发
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
违法行为时，及时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指定
专人负责调查、取证，
并遵守回避原则。执法
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
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
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
、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主
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相关
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
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
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
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
5、执行责任：依照生效
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法
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

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
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三条 第六十四条
3-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七条 第六十八条
3-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条
3-3《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二条
4.《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十
七条
5-1.《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2009年8
月27日修订）第四十四
条
5-2.《交通运输行政执
法程序规定》（2019年
交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
一百零二条 第一百零
三条 第一百零四条
第一百零五条
5-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第四十二条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
条
2、《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处分暂行规定》第十八
条
3、《山西省行政执法条
例》第四十条、第四十
一条、第四十二条
4-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
第六十二条
4-2《危险化学品安全管
理条例》
第七条
4-3《国务院关于特大安
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
规定》
第十三条
4-4《港口危险货物安全
管理规定》第六十一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四十二条
6、违反其他法律、法规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市级

交通运输局

行政强制措
施（查封、
扣押）

86

行政
强制

1400-C01400141000

对在航道和
航道保护范
围内采砂，
损害航道通
航条件的行
政强制

【法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航道法
》第四十三
条第二款

1、立案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发
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
违法行为时，及时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指定
专人负责调查、取证，
并遵守回避原则。执法
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
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
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
、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主
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相关
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
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
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
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
5、执行责任：依照生效
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法
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

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
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三条 第六十四条
3-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七条 第六十八条
3-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条
3-3《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二条
4.《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十
七条
5-1.《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2009年8
月27日修订）第四十四
条
5-2.《交通运输行政执
法程序规定》（2019年
交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
一百零二条 第一百零
三条 第一百零四条
第一百零五条
5-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第四十二条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
条
2、《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处分暂行规定》第十八
条
3、《山西省行政执法条
例》第四十条、第四十
一条、第四十二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航
道法》第四十三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四十二条
6、违反其他法律、法规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市级

交通运输局

行政强制措
施（扣押、
没收非法采
砂船舶）

87

行政
强制

1400-C01500141000

对船舶、浮
动设施未持
有合格的检
验证书、登
记证书或者
船舶未持有
必要的航行
资料，擅自
航行或者作
业行为的行
政强制

【行政法规
】《中华人
民共和国内
河交通安全
管理条例》
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四条

1、立案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发
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
违法行为时，及时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指定
专人负责调查、取证，
并遵守回避原则。执法
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
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
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
、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主
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相关
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
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
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
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
5、执行责任：依照生效
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法
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

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
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三条 第六十四条
3-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七条 第六十八条
3-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条
3-3《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二条
4.《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十
七条
5-1.《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2009年8
月27日修订）第四十四
条
5-2.《交通运输行政执
法程序规定》（2019年
交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
一百零二条 第一百零
三条 第一百零四条
第一百零五条
5-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第四十二条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
条
2、《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处分暂行规定》第十八
条
3、《山西省行政执法条
例》第四十条、第四十
一条、第四十二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内
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四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四十二条
6、违反其他法律、法规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市级

交通运输局

行政强制执
行（强制卸
载）
行政强制措
施（暂扣船
舶）

88

行政
强制

1400-C01600141000

对在内河通
航水域的航
道内养殖、
种植植物、
水生物或者
设置永久性
固定设施行
为的行政强
制

【法律】《
行政强制法
》第五十条
第五十二条
【行政法规
】《中华人
民共和国内
河交通安全
管理条例》
第七十四条

1、立案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发
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
违法行为时，及时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指定
专人负责调查、取证，
并遵守回避原则。执法
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
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
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
、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主
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相关
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
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
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
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
5、执行责任：依照生效
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法
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

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
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三条 第六十四条
3-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七条 第六十八条
3-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条
3-3《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二条
4.《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十
七条
5-1.《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2009年8
月27日修订）第四十四
条
5-2.《交通运输行政执
法程序规定》（2019年
交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
一百零二条 第一百零
三条 第一百零四条
第一百零五条
5-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第四十二条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
条
2、《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处分暂行规定》第十八
条
3、《山西省行政执法条
例》第四十条、第四十
一条、第四十二条
4-1《行政强制法》第五
十条第五十二条
4-2 《中华人民共和国
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第七十四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四十二条
6、违反其他法律、法规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市级

交通运输局

行政强制执
行
（强制清
除）

89

行政
强制

1400-C01700141000

对在内河通
航水域中的
沉没物、漂
流物、搁浅
物的所有人
或 者 经 营
人，未按照
国家有关规
定设置标志
或者未在规
定的时间内
打捞清除行
为的行政强
制

【法律】《
行政强制法
》第五十条
第五十二条
【行政法规
】《中华人
民共和国内
河交通安全
管理条例》
第六十一条
第七十四条
第七十五条

1、立案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发
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
违法行为时，及时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指定
专人负责调查、取证，
并遵守回避原则。执法
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
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
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
、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主
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相关
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
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
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
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
5、执行责任：依照生效
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法
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

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
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三条 第六十四条
3-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七条 第六十八条
3-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条
3-3《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二条
4.《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十
七条
5-1.《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2009年8
月27日修订）第四十四
条
5-2.《交通运输行政执
法程序规定》（2019年
交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
一百零二条 第一百零
三条 第一百零四条
第一百零五条
5-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第四十二条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
条
2、《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处分暂行规定》第十八
条
3、《山西省行政执法条
例》第四十条、第四十
一条、第四十二条
4-1《行政强制法》第五
十条第五十二条
4-2 《中华人民共和国
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第六十一条 第七十四
条第七十五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四十二条
6、违反其他法律、法规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市级

交通运输局

行政强制执
行
（强制清除
、强制打
捞）

90

行政
强制

1400-C01800141000

对不具备安
全技术条件
从事货物运
输，或者超
载运输货物
船舶的行政
强制

【行政法规
】《中华人
民共和国内
河交通安全
管理条例》
第八十二条

1、立案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发
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
违法行为时，及时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指定
专人负责调查、取证，
并遵守回避原则。执法
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
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
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
、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主
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相关
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
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
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
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
5、执行责任：依照生效
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法
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

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
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三条 第六十四条
3-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七条 第六十八条
3-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条
3-3《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二条
4.《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十
七条
5-1.《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2009年8
月27日修订）第四十四
条
5-2.《交通运输行政执
法程序规定》（2019年
交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
一百零二条 第一百零
三条 第一百零四条
第一百零五条
5-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第四十二条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
条
2、《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处分暂行规定》第十八
条
3、《山西省行政执法条
例》第四十条、第四十
一条、第四十二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内
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第八十二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四十二条
6、违反其他法律、法规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市级

交通运输局

行政强制执
行
（强制卸
载）

91

行政
强制

1400-C01900141000

在港口水域
内从事养殖
、种植活动
行为的行政
强制

【法律】《
行政强制法
》第五十条
第五十二条
【法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港口法
》第五十四
条

1、立案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发
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
违法行为时，及时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指定
专人负责调查、取证，
并遵守回避原则。执法
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
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
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
、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主
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相关
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
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
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
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
5、执行责任：依照生效
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法
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

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
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三条 第六十四条
3-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七条 第六十八条
3-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条
3-3《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二条
4.《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十
七条
5-1.《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2009年8
月27日修订）第四十四
条
5-2.《交通运输行政执
法程序规定》（2019年
交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
一百零二条 第一百零
三条 第一百零四条
第一百零五条
5-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第四十二条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
条
2、《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处分暂行规定》第十八
条
3、《山西省行政执法条
例》第四十条、第四十
一条、第四十二条
4-1《行政强制法》第五
十条
4-2《中华人民共和国港
口法》第五十四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四十二条
6、违反其他法律、法规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市级

交通运输局

行政强制执
行
（强制拆
除）

92

行政
强制

1400-C02000141000

对向水体倾
倒船舶垃圾
或者排放船
舶的残油、
废油等行为
的行政强制

【法律】《
行政强制法
》第五十条
第五十二条
2.【法律】
《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
第九十条

1、立案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发
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
违法行为时，及时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指定
专人负责调查、取证，
并遵守回避原则。执法
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
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
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
、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主
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相关
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
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
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
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
5、执行责任：依照生效
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法
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

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
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三条 第六十四条
3-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七条 第六十八条
3-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条
3-3《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二条
4.《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十
七条
5-1.《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2009年8
月27日修订）第四十四
条
5-2.《交通运输行政执
法程序规定》（2019年
交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
一百零二条 第一百零
三条 第一百零四条
第一百零五条
5-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第四十二条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
条
2、《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处分暂行规定》第十八
条
3、《山西省行政执法条
例》第四十条、第四十
一条、第四十二条
4-1《行政强制法》第五
十条
4-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污染防治法》第九十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四十二条
6、违反其他法律、法规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市级

交通运输局

行政强制执
行
（强制清
理）

93

行政
强制

1400-C02100141000

对违反本条
例的规定，
船舶未在码
头、泊位或
者依法公布
的锚地、停
泊区、作业
区停泊行为
的行政强制
（交通运输
领域）

1.【法律】
《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
六十七条
2.【行政法
规】《中华
人民共和国
内河交通安
全管理条例
》第六十九
条

1、立案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发
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
违法行为时，及时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指定
专人负责调查、取证，
并遵守回避原则。执法
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
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
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
、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主
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相关
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
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
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
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
5、执行责任：依照生效
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法
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

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
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三条 第六十四条
3-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七条 第六十八条
3-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条
3-3《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二条
4.《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十
七条
5-1.《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2009年8
月27日修订）第四十四
条
5-2.《交通运输行政执
法程序规定》（2019年
交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
一百零二条 第一百零
三条 第一百零四条
第一百零五条
5-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第四十二条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
条
2、《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处分暂行规定》第十八
条
3、《山西省行政执法条
例》第四十条、第四十
一条、第四十二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
第六十七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四十二条
6、违反其他法律、法规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市级

交通运输局

强制执行
（强制拖
离）

94

行政
强制

1400-C02200141000

对未经依法
批准在港口
内进行采掘
、爆破等活
动的，向港
口水域倾倒
泥土、砂石
行为的行政
强制

【法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港口法
》第五十五
条

1、立案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发
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
违法行为时，及时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指定
专人负责调查、取证，
并遵守回避原则。执法
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
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
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
、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主
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相关
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
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
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
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
5、执行责任：依照生效
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法
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

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
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三条 第六十四条
3-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七条 第六十八条
3-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条
3-3《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二条
4.《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十
七条
5-1.《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2009年8
月27日修订）第四十四
条
5-2.《交通运输行政执
法程序规定》（2019年
交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
一百零二条 第一百零
三条 第一百零四条
第一百零五条
5-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第四十二条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
条
2、《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处分暂行规定》第十八
条
3、《山西省行政执法条
例》第四十条、第四十
一条、第四十二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港
口法》 第五十五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四十二条
6、违反其他法律、法规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市级

交通运输局

强制执行
（强制消除
危险）

95

行政
强制

1400-C02300141000

对船舶不具
备安全技术
条件从事货
物、旅客运
输行为的行
政强制

【行政法规
】《中华人
民共和国内
河交通安全
管理条例》
第八十二条
【部门规章
】《中华人
民共和国内
河海事行政
处罚规定》
第十八条

1、立案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发
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
违法行为时，及时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指定
专人负责调查、取证，
并遵守回避原则。执法
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
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
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
、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主
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相关
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
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
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
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
5、执行责任：依照生效
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法
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

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
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三条 第六十四条
3-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七条 第六十八条
3-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条
3-3《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二条
4.《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十
七条
5-1.《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2009年8
月27日修订）第四十四
条
5-2.《交通运输行政执
法程序规定》（2019年
交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
一百零二条 第一百零
三条 第一百零四条
第一百零五条
5-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第四十二条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
条
2、《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处分暂行规定》第十八
条
3、《山西省行政执法条
例》第四十条、第四十
一条、第四十二条
4-1《中华人民共和国内
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第八十二条
4-2《中华人民共和国内
河海事行政处罚规定》
第十八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四十二条
6、违反其他法律、法规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市级

交通运输局

行政强制措
施（强制卸
载）

96

行政
强制

1400-C02400141000

对向水体排
放船舶的残
油、废油行
为的行政强
制

【法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污染
防治法》第
九十条

1、立案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发
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
违法行为时，及时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指定
专人负责调查、取证，
并遵守回避原则。执法
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
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
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
、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主
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相关
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
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
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
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
5、执行责任：依照生效
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法
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

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
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三条 第六十四条
3-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七条 第六十八条
3-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条
3-3《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二条
4.《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十
七条
5-1.《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2009年8
月27日修订）第四十四
条
5-2.《交通运输行政执
法程序规定》（2019年
交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
一百零二条 第一百零
三条 第一百零四条
第一百零五条
5-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第四十二条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
条
2、《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处分暂行规定》第十八
条
3、《山西省行政执法条
例》第四十条、第四十
一条、第四十二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污染防治法》第九十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四十二条
6、违反其他法律、法规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市级

行政强制执
行
交通运输局 （强制清
理）

97

行政
强制

1400-C02500141000

在航道和航
道保护范围
内采砂，损
害航道通航
条件的行政
强制

1、立案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发
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
违法行为时，及时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指定
专人负责调查、取证，
并遵守回避原则。执法
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
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
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法律】《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
中华人民共 、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国航道法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 第四十三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条第二款
查，提出处理意见（主
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相关
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
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
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
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
5、执行责任：依照生效
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法
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

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
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三条 第六十四条
3-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七条 第六十八条
3-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条
3-3《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二条
4.《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十
七条
5-1.《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2009年8
月27日修订）第四十四
条
5-2.《交通运输行政执
法程序规定》（2019年
交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
一百零二条 第一百零
三条 第一百零四条
第一百零五条
5-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第四十二条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
条
2、《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处分暂行规定》第十八
条
3、《山西省行政执法条
例》第四十条、第四十
一条、第四十二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航
道法》 第四十三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四十二条
6、违反其他法律、法规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市级

交通运输局

行政强制措
施（扣押）

98

行政
强制

1400-C02600141000

对违反航道
通航条件影
响评价的规
定建成的项
目导致航道
通航条件严
重下降行为
的行政强制

【法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航道法
》第三十九
条第三款

1、立案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发
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
违法行为时，及时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指定
专人负责调查、取证，
并遵守回避原则。执法
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
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
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
、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主
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相关
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
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
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
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
5、执行责任：依照生效
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法
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

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
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三条 第六十四条
3-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六
十七条 第六十八条
3-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条
3-3《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七
十二条
4.《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2019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十
七条
5-1.《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2009年8
月27日修订）第四十四
条
5-2.《交通运输行政执
法程序规定》（2019年
交通运输部令第9号）第
一百零二条 第一百零
三条 第一百零四条
第一百零五条
5-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第四十二条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
条
2、《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处分暂行规定》第十八
条
3、《山西省行政执法条
例》第四十条、第四十
一条、第四十二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航
道法》第三十九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四十二条
6、违反其他法律、法规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市级

行政强制执
交通运输局 行（强制拆
除）

99

行政强制

1500-C00100141000

封存或者扣
押与案件有
关的植物品
种的繁殖材
料，封存与
案件有关的
合同、账册
及有关文件

【行政法规
】
《中华人
民共和国植
物新品种保
护条例》
（国务院令
第213号）
第四十一条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
发现假冒授权品种、或
者接到举报的，应予以
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已经立
案的案件，进行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
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收集相关证据，允
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
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
3.审查责任：案件调查
人员提出拟处理意见，
决定是否予以查封或者
扣押。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
政强制决定时，通知当
事人到场，当场告知当
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
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
济途径，听取当事人的
陈述和申辩，制作现场
笔录。
5.执行责任：查封（扣
押）时应当开列物品清
单，妥善保管查封、扣
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
物。对符合《行政强制
法》第二十八条规定
的，应当予以解除查封
（扣押）。对查实为案
件证据或事实的，应当
予以没收。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1-1《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条
1-2.《行政强制法》 第
二十二条
2同1
3同1
4《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
定》第三十二条
5-1 《中华人民共和国
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
（国务院令第213号）
第四十一条
5-2.《中华人民共和国
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
第二十四条
《行政强制法》第二十
三条 第二十六条
5-3.《行政强制法》第
二十八条
5-4.《行政强制法》第
二十七条

【法律】《行政强制法
》第六十一条、第六十
二条、第六十三条、第
六十四条、第六十八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
六条、第七条
市级
【行政法规】《事业单
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二
十八条、第二十九条
违反其他法律、法规规
定的，依照其规定、依
法追究相应责任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100

行政强制

1500-C00200141000

封存或者扣
押非法研究
、试验、生
产、加工、
经营或者进
口、出口的
农业转基因
生物

【行政法规
】《农业转
基因生物安
全管理条例
》（国务院
令第304号）
第三十九条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
发现非法研究、试验、
生产、加工、经营或者
进口、出口的农业转基
因生物、或者接到举报
的，应予以审查，决定
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已经立
案的案件，进行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
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收集相关证据，允
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
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
3.审查责任：案件调查
人员提出拟处理意见，
决定是否予以查封或者
扣押。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
政强制决定时，通知当
事人到场，当场告知当
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
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
济途径，听取当事人的
陈述和申辩，制作现场
笔录。
5.执行责任：查封（扣
押）时应当开列物品清
单，妥善保管查封、扣
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
物。对符合《行政强制
法》第二十八条规定
的，应当予以解除查封
（扣押）。对查实为案

1-1《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条
1-2.《行政强制法》 第
二十二条
2同1
3同1
4《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
定》第三十二条
5-1 《农业转基因生物
安全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304号）第三十九
条
5-2.《农业转基因生物
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
四条
《行政强制法》第二十
三条
第二十六条
5-3.《行政强制法》第
二十八条
5-4.《行政强制法》第
二十七条

【法律】《行政强制法
》第六十一条、第六十
二条、第六十三条、第
六十四条、第六十八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
六条、第七条
市级
【行政法规】《事业单
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二
十八条、第二十九条 违
反其他法律、法规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依法
追究相应责任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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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强
制

1500-C00300141000

查封、扣押
经检测不符
合农产品质
量安全标准
的农产品

【法律】
《中华
人民共和国
农产品质量
安全法》 第
三十九条
【地方性法
规】
《山西
省农产品质
量安全条例
》 第三十四
条
【地方性法
规】《山西
省农产品质
量安全条例
》
第三十
四条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
发现经检测不符合农产
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
品或者接到举报的，应
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对已经立
案的案件，进行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
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收集相关证据，允
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
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
3.审查责任：案件调查
人员提出拟处理意见，
决定是否予以查封或者
扣押。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
政强制决定时，通知当
事人到场，当场告知当
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
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
济途径，听取当事人的
陈述和申辩，制作现场
笔录。
5.执行责任：查封（扣
押）时应当开列物品清
单，妥善保管查封、扣
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
物。对符合《行政强制
法》第二十八条规定
的，应当予以解除查封
（扣押）。对查实为案
件证据或事实的，应当

1-1《行政强制法》第
十八条
1-2.《行政强制法》 第
二十二条
2同1
3同1
4《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
定》第三十二条
5-1 《山西省农产品质
量安全条例》第三十四
条
5-2.《山西省农产品质
量安全条例》第二十四
条
《行政强制法》第二十
三条 第二十六条
5-3.《行政强制法》第
二十八条
5-4.《行政强制法》第
二十七条

【法律】《行政强制法
》第六十一条、第六十
二条、第六十三条、第
六十四条、第六十八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
六条、第七条
【行政法规】《事业单
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二
十八条、第二十九条
违反其他法律、法规规
定的，依照其规定、依
法追究相应责任

市级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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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强
制

1500-C00400141000

【行政法规
】《中华人
民共和国植
疫区封锁、
物检疫条例
封存违法调
》 第五条
运的植物和
、
植物产品
第十八条

1.立案责任：在疫区检
查中发现违法调运的植
物和植物产品或者接到
举报的，应予以审查，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已经立
案的案件，进行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
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收集相关证据，允
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
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
3.审查责任：案件调查
人员提出拟处理意见，
决定是否予以查封或者
扣押。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
政强制决定时，通知当
事人到场，当场告知当
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
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
济途径，听取当事人的
陈述和申辩，制作现场
笔录。
5.执行责任：查封（扣
押）时应当开列物品清
单，妥善保管查封、扣
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
物。对符合《行政强制
法》第二十八条规定
的，应当予以解除查封
（扣押）。对查实为案
件证据或事实的，应当
予以没收

1-1《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条
1-2.《行政强制法》 第
二十二条
2同1
3同1
4《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
定》第三十二条
5-1 《中华人民共和国
植物检疫条例》 第五
条
5-2.《中华人民共和国
植物检疫条例》第二十
四条
《行政强制法》
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六条
5-3.《行政强制法》第
二十八条
5-4.《行政强制法》第
二十七条

【法律】《行政强制法
》第六十一条、第六十
二条、第六十三条、第
六十四条、第六十八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
六条、第七条
【行政法规】《事业单
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二
十八条、第二十九条
违反其他法律、法规规
定的，依照其规定、依
法追究相应责任

市级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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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强
制

1500-C00500141000

对已发生检
疫对象的良
种场、原种
场、苗圃等
采取封锁消
灭措施

【部门规章
】《植物检
疫条例实施
细则（农业
部令）》
第十九条

1.催告责任：对已发生
检疫对象的良种场、原
种场、苗圃等下达催告
通知书，催告履行义务
以及履行义务的期限、
方式和良种场、原种场
、苗圃等权人依法享有
的陈述权和申辩权。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
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
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
证据，应当进行记录、
复核，无正当理由的，
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
并经批准作出强制执行
决定，送达行政强制执
行决定书。根据中止和
终结执行的适用情形，
做出中止或终结执行决
定。
3.执行责任：已经发生
检疫对象的良种场、原
种场、苗圃等，应立即
采取有效措施封锁消灭
4.事后监管责任：检查
封锁消灭执行情况。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行政强制法》第三
十五条
2-1.《行政强制法》第
三十七条
2-2《行政强制法》第三
十九条 第四十条
3.《植物检疫条例》第
十九条
4同3

【法律】《行政强制法
》第六十一条、第六十
二条、第六十三条、第
六十四条、第六十八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
六条、第七条
【行政法规】《事业单
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二
十八条、第二十九条
违反其他法律、法规规
定的，依照其规定、依
法追究相应责任

市级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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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

1500-C00600141000

查封、扣押
违法生产经
营的种子，
以及用于违
法生产经营
的工具、设
备及运输工
具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
发现种子违法生产经营
行为、或者接到举报
的，应予以审查，决定
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已经立
案的案件，进行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
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收集相关证据，允
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
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
3.审查责任：案件调查
人员提出拟处理意见，
【法律】
《中华 决定是否予以查封或者
人民共和国 扣押。
种子法》 第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
政强制决定时，通知当
五十条
事人到场，当场告知当
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
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
济途径，听取当事人的
陈述和申辩，制作现场
笔录。
5.执行责任：查封（扣
押）时应当开列物品清
单，妥善保管查封、扣
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
物。对符合《行政强制
法》第二十八条规定
的，应当予以解除查封
（扣押）。对查实为案
件证据或事实的，应当
予以没收。

【法律】《行政强制法
》第六十一条、第六十
1-1《行政强制法》第十
二条、第六十三条、第
八条
六十四条、第六十八条
1-2.《行政强制法》 第
二十二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
2同1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
3同1
六条、第七条
4《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
定》第三十二条
【行政法规】《事业单
5-1《种子法》 第五十
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二
条
十八条、第二十九条
《行政强制法》第
违反其他法律、法规规
5-2.《行政强制法》第
定的，依照其规定、依
二十八条
法追究相应责任
5-3.《行政强制法》第
二十七条

市级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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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

1500-C00700141000

对染疫或者
疑似染疫的
动物、动物
产品及相关
物品进行隔
离、查封、
扣押和处理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
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
法行为时，及时审查，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染疫或
者疑似染疫的动物、动
物产品及相关物品的情
况开展调查核实取证。
3.审查责任：提出拟处
理意见，决定是否予以
查封或者扣押。
4.决定责任：向行政机
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
【法律】《 制作决定书，送达查封
中华人民共 （扣押）决定书。
和国动物防 5.告知责任：查封（扣
疫法》
押）时应当开列物品清
第五十 单，告知当事人有进行
九条
陈述、申辩的权利。需
要进行检验、检测、检
疫或鉴定的，应当送
检，并填写检验（检测
、检疫、鉴定）告知书
送达当事人。
6.事后监管责任：妥善
保管查封、扣押的场所
、设施或者财物。根据
中止或终结执行的相关
适用情形，做出中止或
终结执行决定。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条
2.《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条
3.《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条
4.《行政强制法》第二
十四条
5.《行政强制法》第二
十四条
6.《行政强制法》第二
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
防疫法》第七十一条、
《行政强制法》第六十
一条、第六十二条、第
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
、第六十八条；其他法
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
。

市级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106

行政强制

1500-C00800141000

对有证据证
明可能是假
、劣兽药的
采取查封、
扣押的行政
强制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
违法行为（或者下级农
业部门上报或其他机关
移送的违法案件），应
及时制止（对正在实施
的违法行为，下达《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
》），并予以审查，决
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已经立
案的案件，进行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
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行政法规 件，收集相关证据，允
】《兽药管 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
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理条例》
（国务院令 。
第404号） 3.审查责任：案件调查
第四十 人员提出拟处理意见，
决定是否予以查封或者
六条
扣押。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
政强制决定时，应当告
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
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救济途径，听取当事
人的陈述和申辩，制作
现场笔录。
5.执行责任：对有证据
证明可能是假、劣兽药
的，应当采取查封、扣
押的行政强制措施。对
符合《行政强制法》第
二十八条规定的，应当
予以解除查封（扣押）

1.《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条、第二十五条
2.《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条、第二十五条
3.《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条、第二十五条
4.《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条、第二十五条
5-1.《行政强制法》第
二十四条
5-2.《兽药管理条例》
第四十六条
5-3.《行政强制法》第
二十八条

《行政强制法》第六十
一条、第六十二条、第
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
、第六十八条；其他法
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
。

市级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107

行政强制

1500-C00900141000

对违法生产
饲料所用原
料和工具采
取查封、扣
押的行政强
制措施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
违法行为（或者下级农
业部门上报或其他机关
移送的违法案件），应
及时制止（对正在实施
的违法行为，下达《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
》），并予以审查，决
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已经立
案的案件，进行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
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行政法规 件，收集相关证据，允
】《饲料和 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
饲料添加剂 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管理条例》 。
（国务院令 3.审查责任：案件调查
第609号） 人员提出拟处理意见，
第三十 决定是否予以查封或者
四条第三款 扣押。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
政强制决定时，应当告
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
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救济途径，听取当事
人的陈述和申辩，制作
现场笔录。
5.执行责任：对有证据
证明可能是用于违法生
产饲料的饲料原料、单
一饲料、饲料添加剂、
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
剂预混合饲料，用于违
法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原

1.《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条、第二十五条
2.《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条、第二十五条
3.《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条、第二十五条
4.《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条、第二十五条
5-1.《行政强制法》第
二十四条
5-2.《饲料和饲料添加
剂管理条例》第三十四
条
5-3.《行政强制法》第
二十八条

《行政强制法》第六十
一条、第六十二条、第
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
、第六十八条；其他法
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
。

市级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108

行政强制

1500-C01000141000

强制免疫

109

行政强制

1500-C01100141000

对经检测不
符合畜产品
质量安全标

1.催告责任：召开春秋
动物防疫工作会议，下
发集中免疫通知，与基
层兽医人员和规模养殖
场（户）签订责任书。
制定并落实疫病防控相
关制度。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
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
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
证据，应当进行记录、
复核，无正当理由的，
【法律】《 移交动物卫生监督机构
中华人民共 处理。
和国动物防 3.执行责任：申报疫苗
疫法》
使用计划，购置、储备
第十四 、发放疫苗等防疫物
条
资，培训指导基层兽医
人员。
4.监管责任：组织技术
人员进行防疫督查、抽
查基层兽医站和养殖场
（户）疫苗使用、免疫
进度、免疫档案建立等
情况。采集血清进行抗
体检测，评价免疫效果
。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法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产品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
违法行为（或者下级农
业部门上报或其他机关

1.《山西省重大动物疫
病疫苗管理办法》（晋
农财发〔2015〕7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动
物防疫法》 第十四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动
物防疫法》 第十四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动
物防疫法》 第十四条

1.《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条、第二十五条
2.《行政强制法》第十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
防疫法》第七十一条；
《山西省重大动物疫病
疫苗管理办法》第三十
二条；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的相关规定。

市级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
定》第六十六条、《行
政强制法》第六十一条

市级

市
农
业

110

行政强制

强制拆除草
原临时设施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
违法行为（或者下级农
业部门上报或其他机关
移送的违法案件），应
及时制止（对正在实施
的违法行为，下达《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
》），并予以审查，决
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已经立
案的案件，进行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
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收集相关证据，允
【法律】《 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
中华人民共 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和国草原法 。
》
3.审查责任：案件调查
第七十 人员提出拟处理意见，
一条
决定是否予以查封或者
扣押。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
政强制决定时，应当告
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
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救济途径，听取当事
人的陈述和申辩，制作
现场笔录。
5.执行责任：在临时占
用的草原上修建永久性
建筑物、构筑物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草原行政主管部门依据
职权责令限期拆除。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1、催告责任：对当事
人在行政决定的期限内
不履行义务的，下达催
告通知书，催告当事人
履行义务以及履行义务
【法律】
《中华人 的期限、方式和当事人
民共和国森 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
林法》第三 辩权；
2、决定责任：经催
十九条、第

1.《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条、第二十五条
2.《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条、第二十五条
3.《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条、第二十五条
4.《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条、第二十五条
5-1. 《行政强制法》第
三十七条
5-2.《中华人民共和国
草原法》第七十一条

1、《行政强制法》第
三十五、第三十八条
2、《行政强制法》第
三十七条、第五十一条

【法律】1.《草原法》
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
条、2.《行政强制法》
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
条、第六十三条、第六
十四条、第六十八条；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的相
关规定。

【法律】《行政强制

市级

临汾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
局

2

111

行政强制

1601-C00300141000

代为补种
树木

1、催告责任：对当事
人在行政决定的期限内
不履行义务的，下达催
告通知书，催告当事人
履行义务以及履行义务
【法律】
《中华人 的期限、方式和当事人
民共和国森 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
林法》第三 辩权；
2、决定责任：经催
十九条、第
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
四十四条
【行政法规 行行政决定，且无正当
理由的，作出代履行决
】
《中华人 定；送达代履行决定书
民共和国森 。
3、执行责任：代履行
林法实施条
例》（国务 三日前，催告当事人履
行，当事人履行的，停
院令第
278号）第四 止代履行；代履行时派
员到场监督；代履行完
十一条
毕，到场监督的工作人
员、代履行人和当事人
或者见证人在执行文书
上签名或者盖章；
4、事后监管责任：与

1、《行政强制法》第
三十五、第三十八条
2、《行政强制法》第
三十七条、第五十一条
（一）、第三十八条
3、《行政强制法》第
五十一条（二）、
（三）、（四）、 第五
十条
4-1、《森林法》第三
十九条
4-2、《行政强制法》
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三
条

【法律】《行政强制
法》 第六十一条、第六
十四条
【地方性法规】《山
市级
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
四十条～第四十一条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的
相关规定

临汾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
局

112

行政强制

1604-C00400141000

封存违反
规定调运的
植物及其产
品

1、立案责任：发现或
者接到举报、控告、移
送、上级交办、主动交
代等违法行为，填写《
林业行政处罚登记表
》，经审批，认为需要
给予林业行政处罚的，
【行政法规 在七日内予以立案；对
认为不需要给予林业行
】
《植物检 政处罚的，不予立案。
2、调查责任：调查案
疫条例》第
件时，与当事人有利害
十八条
【部门规章 关系的应当自行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二
】
《植物检 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
疫条例实施 证件；当事人有权陈述
细则（林业 和辩解。调查结果经审
批，没有违法事实的，
部分）》
（林业部令 撤销立案；不属于自己
第4号）第三 管辖的，移送有关主管
部门；需要追究刑事责
十条
【政府规章 任的，移送司法机关处
理。
】
3、审查责任：案件调
《山西省
查人员提出拟处理意
植物检疫实
见，向行政机关负责人
施办法》
（山西省人 报告，决定是否予以查
民政府令第 封或者扣押。
4、告知责任：实施
１０４号）
时，通知当事人到场，
第二十三条
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
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
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
的权利、救济途径；听
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
辩；制作现场笔录，现
场笔录由当事人和行政
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

1、《行政强制法》第
十八条、第二十五条
2、同1
3、同1
4、同1
5、《行政强制法》第
二十四条、第十九条、
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
条

【法律】《行政强制
法》 第六十一条、第六
十二条、第六十三条、
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八
条
市级
【地方性法规】《山
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
四十条～第四十一条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的
相关规定

临汾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
局

113

行政强制

1400-C00100141000

对造成严重
水土流失的
工具及施工
机械、设备
的查封、扣
押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
保持法》
第四十四条
【地方性法规】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办法》第三十二条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
发现违法问题，或接到
举报的，发生水土流失
危害的违法案件，予以
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
案件进行调查，执法人
员不少于两人，与当事
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
当回避。调查中出示执
法证件收集相关证据。
3.审查责任：对违法事
实进行审查，审查后根
据案件违法程度制作行
政强制执行申请表；
4.告知责任：履行告知
义务，制作现场笔录；
5.决定责任：下达强制
决定书；
6.执行责任：对造成水
土流失的工具及施工机
械、设备进行查封和扣
押；
7.事后责任：处理结果
上报存档
8.其
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土保持法》第四十四条
2.同上1.
3-1.同上1.
3-2.《山西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
法》办法》第三十二条
4.同上1、3-2
5-1.同上1、3-2
5-2.《行政强制法》第
二十四条
6.同上1.、3-2
7.同上1.、3-2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
土保持法》
第四十四条
、《山西省
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
水土保持法
》办法》第
三十二条
其他违反法
律法规规章
的相关规定

市级

水利局

114

行政强制

1400-C00200141000

对开办生产
建设项目或
者从事其他
生产建设活
动造成水土
流失，不进
行治理的代
履行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
保持法》
第五十六条
【地方性法规】
山西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办法第二十三条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
发现违法问题，或接到
举报的，发生水土流失
危害的违法案件，予以
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
案件进行调查，执法人
员不少于两人，与当事
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
当回避。调查中出示执
法证件收集相关证据。
3.审查责任：对违法事
实进行审查，审查后根
据案件违法程度制作行
政强制执行申请表；
4.告知责任：履行告知
义务，制作现场笔录；
5.决定责任：下达强制
决定书；
6.执行责任：对造成水
土流失事实不进行治理
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指
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
为治理。
7.事后责任：处理结果
上报存档
8.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1-1.《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土保持法》第五十六
条
1-2.《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土保持法》第四十四
条
2.同上1-1、1-2
3-1.同上1-1、1-2
3-2.《山西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
法》办法》第三十二条
3-3.山西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办法第二十三条
4.同上1、3-2、3-3
5-1.同上1、3-2
5-2.《行政强制法》第
二十四条
6.同上1.、3-2、3-3
7.同上1.、3-2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
土保持法》
第四十四至
五十六条
《山西省
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
水土保持法
》办法》第
二十三条、
第三十二条
其他违反法
律法规规章
的相关规定

市级

水利局

115

行政强制

1400-C00300141000

强制拆除或
封闭取水工
程或设施

1.催告责任：未取得取
水申请批准文件擅自建
设取水工程或者设施
的，逾期不拆除或者不
封闭其取水工程或者设
施的，下达催告通知
书，催告履行义务以及
履行义务的期限、方式
和取水权人依法享有的
陈述权和申辩权。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
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
【行政法规】
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
证据，应当进行记录、
征收管理条例》（国务
复核，无正当理由的，
院令第460号）第四十九
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
条
并经批准作出强制执行
【地方性法规】
决定，送达行政强制执
《山西省水资源管理条
行决定书。根据中止和
例》
终结执行的适用情形，
第二十条
做出中止或终结执行决
【地方性法规】
定。
《山西省泉域水资源保
3.执行责任：由县级以
护条例》第十五条 第
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
十九条
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
机构组织拆除或者封
闭，所需费用由违法行
为人承担，可以处５万
元以下罚款。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
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
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
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行政强制法》第三
十五条
2.《行政强制法》第三
十七条
3.《山西省水资源管理
条例》第十五条
4.《山西省水资源管理
条例》第十七条

《行政强制
法》第三十
四条 第三十
五条 第三十
八条 第五十
条
《山西省水
资源管理条
例》第四十
八条
其他违反法
律法规规章
的相关规定

市级

水利局

116

行政强制

1400-C00401141000

强制拆除河
道管理范围
内重大违法
的建筑物、
构筑物、设
施设备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
第六十五条

1.催告责任：对河道管
理范围内建设重大违法
的建筑物、构筑物、设
施设备，在河道、湖泊
范围内设置阻碍行洪的
障碍物的行为，下达催
告通知书，催告履行义
务以及履行义务的期限
、方式和取水权人依法
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
。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
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
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
证据，应当进行记录、
复核，无正当理由的，
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
并经批准作出强制执行
决定，送达行政强制执
行决定书。根据中止和
终结执行的适用情形，
做出中止或终结执行决
定。
3.执行责任：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
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
机构组织拆除或者封
闭，所需费用由违法行
为人承担，可以处５万
元以下罚款。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
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
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
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行政强制法》第三
十五条
2.《行政强制法》第三
十七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法》第六十五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法》第六十五条

《行政强制
法》、《中
华人民共和
国防洪法》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法》
第六十五条
其他违反法
律法规规章
的相关规定

市级

水利局

117

行政强制

1400-C00500141000

强行清除在
河道、湖泊
范围内设置
的阻碍行洪
的障碍物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
法》第四十二条 对河
道、湖泊范围内阻碍行
洪的障碍物，按照谁设
障、谁清除的原则，由
防汛指挥机构责令限期
清除；逾期不清除的，
由防汛指挥机构组织强
行清除，所需费用由设
障者承担。在紧急防汛
期，国家防汛指挥机构
或者其授权的流域、省
、自治区、直辖市防汛
指挥机构有权对壅水、
阻水严重的桥梁、引道
、码头和其他跨河工程
设施作出紧急处置。

1.立案责任：在检查或
事故中发现、或接到举
报的，在河道、湖泊范
围内阻碍行洪的建筑
物，应当予以审查，决
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已立案
的案件进行调查时，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
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
应出示执法证件，收集
相关证据，允许当事人
辩解。
3.审查责任：调查人员
提出拟处理意见，决定
是否清楚。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
政强制决定时，通知当
事人到场，当场告知当
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的理由、依据及当事人
享有的权利、救济途
径，听取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
5.执行责任：由水行政
主管部门督促设障单位
或个人清除设障，恢复
河道、湖泊行洪能力。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行政强制法》第十
八条
2.同1。
3.同1。
4.同1。
5.《中华人民共和国防
洪法》第四十二条

《行政强制
法》、《中
华人民共和
国防洪法》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
法》第六十
五条
其他违反法
律法规规章
的相关规定

市级

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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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

3000-C00100141000

强制消毒、
检验、销毁

【法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传染病
防治法》第
二十七条
对被传染病
病原体污染
的污水、污
物、场所和
物品，有关
单位和个人
必须在疾病
预防控制机
构的指导下
或者按照其
提出的卫生
要求，进行
严格消毒处
理；拒绝消
毒处理的，
由当地卫生
行政部门或
者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进
行强制消毒
处理。第五
十五条 县
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
在履行监督
检查职责
时，发现被
传染病病原
体污染的公
共饮用水源
、食品以及
相关物品，

1.调查取证责任：在检
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
等案件，应指定专人负
责，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取证包括现
场检查笔录、调查询问
笔录等证明材料。
2.报批责任：需要实施
消毒、检验、销毁的，
应当报请主管部门负责
人批准；情况紧急当场
实施的，实施后二十四
小时内补办批准手续。
3.决定责任：决定实施
消毒、检验、销毁的，
制作决定书。
4.送达责任：决定书依
法按时送达当事人。
5.执行责任：依照生效
的强制决定实施强制。
6.事后监管责任：建立
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
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
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7.其他责任：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行政强制法》 第
《行政强制法》 第
十八条
十八条
《卫生行政执法文
书规范》第十六条 第十
九条 第二十二条 第二
十四条 第二十八条 第
三十条 第三十五条 第
三十六条

《卫生行政执法文
书规范》第十六条 第十
九条 第二十二条 第二
十四条 第二十八条 第
三十条 第三十五条 第
三十六条

市级

市卫健委

市卫健委委
托市卫生监
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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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

3000-C00200141000

采取医学处
置措施和控
制措施

【行政法规
】《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
应急条例》
(国务院令第
376号)第三
十八条 交
通工具上发
现根据国务
院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的
规定需要采
取应急控制
措施的传染
病病人、疑
似传染病病
人，其负责
人应当以最
快的方式通
知前方停靠
点，并向交
通工具的营
运单位报告
。交通工具
的前方停靠
点和营运单
位应当立即
向交通工具
营运单位行
政主管部门
和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
府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报
告。卫生行
政主管部门
接到报告
后，应当立

1.调查取证责任：在检
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
等案件，应指定专人负
责，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取证包括现
场检查笔录、调查询问
笔录等证明材料。
2.报批责任：需要实施
采取医学处置措施和控
制措施，应当报请主管
部门负责人批准；情况
紧急当场实施的，实施
后二十四小时内补办批
准手续。
3.决定责任：决定实施
采取医学处置措施和控
制措施的，制作决定书
。
4.送达责任： 决定书依
法按时送达当事人。
5.执行责任：依照生效
的强制决定实施强制。
6.事后监管责任：建立
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
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
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7.其他责任：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行政强制法》 第
《行政强制法》 第
十八条
十八条
《卫生行政执法文
书规范》第十六条 第十
九条 第二十二条 第二
十四条 第二十八条 第
三十条 第三十五条 第
三十六条

《卫生行政执法文
书规范》第十六条 第十
九条 第二十二条 第二
十四条 第二十八条 第
三十条 第三十五条 第
三十六条

市级

市卫健委

市卫健委委
托市卫生监
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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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

3000-C00300141000

控制现场

【行政法规
】《使用有
毒物品作业
场所劳动保
护条例》(国
务院令第352
号)第五十四
条 发生职
业中毒事故
或者有证据
证明职业中
毒危害状态
可能导致事
故发生时，
卫生行政部
门有权采取
下列临时控
制措施：
（一）责令
暂停导致职
业中毒事故
的作业；
（二）封存
造成职业中
毒事故或者
可能导致事
故发生的物
品；（三）
组织控制职
业中毒事故
现场。 在职
业中毒事故
或者危害状
态得到有效
控制后，卫
生行政部门
应当及时解
除控制措施

1.调查取证责任：在检
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
等案件，应指定专人负
责，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取证包括现
场检查笔录、调查询问
笔录等证明材料。
2.报批责任：需要实施
控制现场的，应当报请
主管部门负责人批准；
情况紧急当场实施的，
实施后二十四小时内补
办批准手续。
3.决定责任：决定实施
控制现场的，制作决定
书。
4.送达责任：决定书依
法按时送达当事人。
5.执行责任：依照生效
的强制决定实施强制。
6.事后监管责任：建立
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
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
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7.其他责任：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行政强制法》 第
《行政强制法》 第
十八条
十八条
《卫生行政执法文
书规范》第十六条 第十
九条 第二十二条 第二
十四条 第二十八条 第
三十条 第三十五条 第
三十六条

《卫生行政执法文
书规范》第十六条 第十
九条 第二十二条 第二
十四条 第二十八条 第
三十条 第三十五条 第
三十六条

市级

市卫健委

市卫健委委
托市卫生监
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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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

3000-C00400141000

隔离、扑杀
染疫或疑似
染疫的动物

【行政法规
】《病原微
生物实验室
生物安全管
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424
号)第四十六
条 卫生主
管部门或者
兽医主管部
门接到关于
实验室发生
工作人员感
染事故或者
病原微生物
泄漏事件的
报告，或者
发现实验室
从事病原微
生物相关实
验活动造成
实验室感染
事故的，应
当立即组织
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动
物防疫监督
机构和医疗
机构以及其
他有关机构
依法采取下
列预防、控
制措施：
(一)封闭被
病原微生物
污染的实验
室或者可能
造成病原微

1.调查取证责任：在检
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
等案件，应指定专人负
责，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取证包括现
场检查笔录、调查询问
笔录等证明材料。
2.报批责任：需要实施
隔离、扑杀染疫或疑似
染疫的动物的，应当报
请主管部门负责人批
准；情况紧急当场实施
的，实施后二十四小时
内补办批准手续。
3.决定责任：决定实施
隔离、扑杀染疫或疑似
染疫的动物的，制作决
定书。
4.送达责任： 决定书依
法按时送达当事人。
5.执行责任：依照生效
的强制决定实施强制。
6.事后监管责任：建立
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
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
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7.其他责任：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行政强制法》 第
《行政强制法》 第
十八条
十八条
《卫生行政执法文
书规范》第十六条 第十
九条 第二十二条 第二
十四条 第二十八条 第
三十条 第三十五条 第
三十六条

《卫生行政执法文
书规范》第十六条 第十
九条 第二十二条 第二
十四条 第二十八条 第
三十条 第三十五条 第
三十六条

市级

市卫健委

市卫健委委
托市卫生监
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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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

3000-C00500141000

取缔

【部门规章
】《卫生部
关于<医疗机
构管理条例>
执行中有关
问题的批复
》（卫生部
卫法监发
[1998]第15
号） 四川省
卫生厅：你
厅《关于在
贯彻执行〈
医疗机构管
理条例〉中
有关问题的
请示》（川
卫政发
[1998]第011
号）收悉，
关于在贯彻
执行《医疗
机构管理条
例》中，涉
及对《行政
处罚法》有
关法律条文
的理解问
题，我们请
示了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
制工作委员
会。根据法
工委的意
见，现就有
关问题批复
如下：
根据《执业

1.调查取证责任：在检
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
等案件，应指定专人负
责，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取证包括现
场检查笔录、调查询问
笔录等证明材料。
2.报批责任：需要实施
取缔的，应当报请主管
部门负责人批准；情况
紧急当场实施的，实施
后二十四小时内补办批
准手续。
3.决定责任：决定实施
取缔的，制作决定书。
4.送达责任：决定书依
法按时送达当事人。
5.执行责任：依照生效
的强制决定实施强制。
6.事后监管责任：建立
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
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
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7.其他责任：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行政强制法》 第
《行政强制法》 第
十八条
十八条
《卫生行政执法文
书规范》第十六条 第十
九条 第二十二条 第二
十四条 第二十八条 第
三十条 第三十五条 第
三十六条

《卫生行政执法文
书规范》第十六条 第十
九条 第二十二条 第二
十四条 第二十八条 第
三十条 第三十五条 第
三十六条

市级

市卫健委

市卫健委委
托市卫生监
督所

123

行政强制

3000-C00600141000

取缔

【行政法规
】《乡村医
生从业管理
条例(国务院
令第386号)
》第四十二
条 未经注
册在村医疗
卫生机构从
事医疗活动
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卫生
行政主管部
门予以取
缔，没收其
违法所得以
及药品、医
疗器械，违
法所得500元
以上的，并
处违法所得1
倍以上3倍以
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
得或者违法
所得不足
5000元的，
并处1000元
以上3000元
以下的罚
款；造成患
者人身损害
的，依法承
担民事赔偿
责任；构成
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

1.调查取证责任：在检
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
等案件，应指定专人负
责，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取证包括现
场检查笔录、调查询问
笔录等证明材料。
2.报批责任：需要实施
取缔的，应当报请主管
部门负责人批准；情况
紧急当场实施的，实施
后二十四小时内补办批
准手续。
3.决定责任：决定实施
取缔的，制作决定书。
4.送达责任：决定书依
法按时送达当事人。
5.执行责任：依照生效
的强制决定实施强制。
6.事后监管责任：建立
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
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
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7.其他责任：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行政强制法》 第
《行政强制法》 第
十八条
十八条
《卫生行政执法文
书规范》第十六条 第十
九条 第二十二条 第二
十四条 第二十八条 第
三十条 第三十五条 第
三十六条

《卫生行政执法文
书规范》第十六条 第十
九条 第二十二条 第二
十四条 第二十八条 第
三十条 第三十五条 第
三十六条

市级

市卫健委

市卫健委委
托市卫生监
督所

124

行政强制

3000-C00700141000

取缔

【部门规章
】《托儿所
幼儿园卫生
保健管理办
法》(卫生部
令第76号)第
二十条 托
幼机构未取
得《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
证》擅自设
立卫生室，
进行诊疗活
动的，按照
《医疗机构
管理条例》
的有关规定
进行处罚。
【部门规章
】《人类辅
助生殖技术
管理办法》
(卫生部令第
14号)第二十
一条 违反本
办法规定，
未经批准擅
自开展人类
辅助生殖技
术的非医疗
机构，按照
《医疗机构
管理条例》
第四十四条
规定处罚；
对有上述违
法行为的医
疗机构，按

1.调查取证责任：在检
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
等案件，应指定专人负
责，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取证包括现
场检查笔录、调查询问
笔录等证明材料。
2.报批责任：需要实施
取缔的，应当报请主管
部门负责人批准；情况
紧急当场实施的，实施
后二十四小时内补办批
准手续。
3.决定责任：决定实施
取缔的，制作决定书。
4.送达责任：决定书依
法按时送达当事人。
5.执行责任：依照生效
的强制决定实施强制。
6.事后监管责任：建立
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
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
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7.其他责任：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行政强制法》 第
《行政强制法》 第
十八条
十八条
《卫生行政执法文
书规范》第十六条 第十
九条 第二十二条 第二
十四条 第二十八条 第
三十条 第三十五条 第
三十六条

《卫生行政执法文
书规范》第十六条 第十
九条 第二十二条 第二
十四条 第二十八条 第
三十条 第三十五条 第
三十六条

市级

市卫健委

市卫健委委
托市卫生监
督所

125

行政
强制

1100-C03100141000

收缴和封存
【行政法规
全市性行政
】
区域社会团
《社会团体
体登记证书
登记管理条
和印章，封
例》（国务
存全市性行
院令第
政区域社会
250号） 第
团体财务凭
三十六条
证

1.催告责任:对当事人
下达催告通知书，催告
履行义务以及履行义务
的期限、方式和当事人
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
辩权。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
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
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
证据，进行记录、复
核，无正当理由的，向
厅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
批准作出强制执行决
定，送达行政强制执行
决定书。
3.执行责任:由2名以
上行政执法人员收缴或
封存有关物品；填写收
缴（封存）物品清单一
式三份，并由当事人和
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
盖章。
4.事后监管责任：行
政强制期限结束后归还
封存物品并由当事人签
收。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行政强制法》第
三十五条
2、《行政强制法》第
三十六条
3、《行政强制法》第
三十七条
4-1、《行政强制法》
第四十一条
4-2、《社会团体登记
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250号）第三十三条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

《行政强制法》 第六
十一条至第六十四条；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
250号）第三十四条；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
条例》（国务院第495号
令）；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
》第十三条 第四十至四
十二条；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
追究暂行办法 》；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行为。

市级

临汾市
民政局

126

行政
强制

1100-C03200141000

收缴和封存
市属民办非
企业单位登
记证书、印
章，封存民
办非企业单
位财务凭证

【行政法规
】
《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
管理暂行条
例》（国务
院令第
251号）第二
十八条

1.催告责任:对当事人
下达催告通知书，催告
履行义务以及履行义务
的期限、方式和当事人
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
辩权。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
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
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
证据，进行记录、复
核，无正当理由的，向
厅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
批准作出强制执行决
定，送达行政强制执行
决定书。
3.执行责任:由2名以
上行政执法人员收缴或
封存有关物品；填写收
缴（封存）物品清单一
式三份，并由当事人和
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
盖章。
4.事后监管责任：行
政强制期限结束后归还
封存物品并由当事人签
收。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强制法》 第六
十一条至第六十四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1、《行政强制法》第
管理暂行条例》（国务
三十五条
院令第251号）第二十九
2、《行政强制法》第
条；
三十六条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
3、《行政强制法》第
条例》（国务院第495号
三十七条
令）；
4-1、《行政强制法》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
第四十一条
》第十三条 第四十至四
4-2、《民办非企业单
十二条；
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国务院令第251号）第
条例》；
二十八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
规定。
追究暂行办法》；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行为。

市级

临汾市
民政局

备注：事项依据以2019年9月1日前公布或修订的现行法律法规等进行梳理填报；如有在2019年9月1日以后立改废释的法律法规等，
由各级相关部门按照有关程序及时动态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