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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医疗保障局
集中更新行政执法公示内容

一、苍溪县医疗保障局行政执法主体

行政执法主体 1 个：苍溪县医疗保障局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江南干道二段 112 号

邮编:628400

电话 0839-5233055

行政执法机构设置 3 个：

1.稽核稽查股 贯彻执行上级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基金安全防控机制；建立健全医疗保障信用评

价体系。监督管理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

用，依法查处医疗保障领域违法违规行为。负责内部控制、内部

审计和风险防控工作。

股室负责人：赵伟 联系电话：0839-5213223

2.基金财务与法规股 组织拟定医疗保障工作规划。负责全

县医疗保障基（资）金管理、预决算管理。负责医疗保障基金归

集,拟订医疗保障基金年度收支计划。承担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

审查工作；负责政策法规普法宣传培训。承担行政复议、行政应

诉等工作。

股室负责人：邓万琼 联系电话：0839-5233185

3.医药服务管理股（医药价格与招标采购股） 贯彻执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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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医疗保障目录和支付标准政策。贯彻执行上级有关医保目录准

入谈判规则并组织实施。拟定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协议和支付管

理、异地就医等管理办法和结算政策并组织实施。探索推进协议

服务机构标准化建设，负责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准入、退出和

考核工作。组织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建立医保对医疗行为的

激励约束机制以及对医疗费用的控制机制。组织开展药品、医用

耗材、医疗技术的经济性评价。贯彻执行上级药品、医用耗材的

招标采购政策并监督实施；负责全县药品、医用耗材招标采购平

台建设。拟订医用耗材价格和医疗服务项目、医疗服务设施收费

等政策并组织实施；建立价格信息监测制度；贯彻执行药品、医

用耗材、大病保险的招标采购、配送及结算管理政策并监督实施；

组织实施大病保险招标准入和业务指导。

股室负责人：张茜 联系电话：0839-5233055

二、苍溪县医疗保障局行政执法人员清单

序号 姓名 证件编号

1 杨中庆 23070135033

2 黄段依依 23070135026

3 张芳芳 23070135021

4 罗健萍 23070135030

5 罗 姗 23070135032



- 4 -

6 邓万琼 23070135027

7 朱 军 23070135031

8 张文军 23070135034

9 赵 伟 23070135025

10 陈雪梅 23070135028

11 辛 婧 23070135023

12 孙晴苓 23070135029

三、苍溪县医疗保障局行政执法权力、责任清单

四川政务服务网、苍溪县人民政府网（含行政执法权力及责

任事项的权限、职责、服务指南、法定依据、流程图、程序）

四、苍溪县医疗保障局重大行政执法审核目录清单（共 2 项）

（一）重大行政处罚：

1.较大数额罚款；

2.减轻或者免除行政处罚决定；

3.其他重大行政处罚事项。

（二）其他重大行政强制事项

五、苍溪县医疗保障局行政执法（监督信息）救济渠道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方式

（一）依法享有的权利

当事人依法享有申请回避、陈述、申辩、复议、诉讼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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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相应法律法规。

（二）救济途径

1.行政复议

受理部门：广元市苍溪县人民政府

地址：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江南干道 128 号

受理电话：0839-5230256

2.行政诉讼

单位：广元市苍溪县人民法院

地址：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路 298 号

（三）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投诉举报的方式、途径

受理部门：广元市苍溪县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地址：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江南干道二段 112 号（广元市苍

溪县医疗保障局）

投诉电话：0839-5233055

行政执法责任制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

（国办发〔2005〕37号）

2．《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实

施意见》(川办发〔2005〕36号)

3．《四川省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考核办

法》(川府法〔2005〕24号)

4．《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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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6．《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

六、苍溪县医疗保障局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标准

《四川省规范行政执法裁量权规定》 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

278 号公布 2014 年 5 月 17 日

《四川省医疗保障基金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川医保规

〔2022〕9 号）

七、苍溪县医疗保障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市场主体库（检

查对象名录库）、2022 年抽查计划

（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共 2 项）

1. 对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含诊所）的监督检查

检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七条、第

八十八条；《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八十七条、第一百

零四条；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第二十五

条；《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二十六条、

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社会保险

欺诈案件管理办法》（人社厅发[2016]61 号）。

检查对象：苍溪县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含诊所）及其人员

检查内容：（1）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定期或不

定期检查执行 2019 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

险药品目录》，广元市医疗服务价格、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

医用材料等目录和限价情况；（2）医疗机构内部医保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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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及运行情况；（3）医疗机构执行医保政策情况，是否准确

完整提供医疗服务有关的材料和数据、是否制定费用管控具体措

施，是否过度医疗；（4）随机抽查病历资料，对医疗费用有疑

虑的询问当事人；（5）严查医疗机构向参保住院人员实施“回

扣”或出现收集社会保障卡、编造病历、编造检查化验报告单、

开具虚假发票、伪造稽核卡、冒名顶替、虚假治疗、雇“医托”等

违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移交相关部门处理；（6）医疗机构

为异地参保人员提供医疗服务情况纳入检查范围。

2. 对医保定点零售药店的监督检查

检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七条、

第八十八条；《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八十七条、第一

百零四条；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第二十

五条；《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二十六条、

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社会保险

欺诈案件管理办法》（人社厅发[2016]61 号）。

检查对象：苍溪县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及其人员

检查内容：（1）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情况，《基本医疗

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执行情况；（2）药店内

部医保药品管理及销售制度制订及执行情况；（3）检查零售药

店建立完整的药品购销存管理制度并实行计算机系统管理情况，

药品购销记录是否完整，购销发票记录完整、真实与财务账目内

容对应；及时上传药械购销盘存数据，并检查其真实性；（4）



- 8 -

调取、查看、复印零售药店的配方记录、外配处方、账单收据，

药品购销存账目等有关资料；（5）严查零售药店对参保人员实

施“回扣”或收集社会保障卡、开具虚假发票、串换药品等违规

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移交相关部门处理；（6）零售药店为

异地参保人员提供医疗服务情况纳入检查范围。

（二）2022 年双随机抽查计划

检查对象 检查依据
执行
股室

检查
比例

检查
频次

初步检查时间 备注

苍溪县医保定
点医院

《社会保险法》第八十七
条、第八十八条，《基本
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第八十七条、第一百零四
条，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
第二十五条，《医疗保障
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
第六条、第二十六条、第
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
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
《社会保险欺诈案件管理
办法》（人社厅发[2016]61

号）

稽核
稽查股

100% 1 2022.2-2022.12

苍溪县医保
定点诊所

稽核
稽查股

100% 1 2022.2-2022.12

苍溪县医保
定点药店

稽核
稽查股

100% 1 2022.2-2022.12

（三）检查对象名录库

1.广元市苍溪县医保定点医院 48 家

序

号
医疗机构代码 医疗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 地址

1 H51082400237 苍溪百姓老年病专科医院 罗秀芹 苍溪县陵江镇杜里坝景观房 B7

2 H51082400025 苍溪广济医院 胡庆生
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路１４８

号

3 H51082400032 苍溪康复医院（普通合伙） 胡斌 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西街 42 号

4 H51082400194 苍溪仁泰医院有限公司 易华明 苍溪县元坝镇建设路 3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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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51082400208
苍溪瑞祥医院有限责任公

司
朱明朗 苍溪县银杏大道中段

6 H51082400028 苍溪社保医院 邓加忠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西段403号

7 H51082400071 苍溪县白鹤乡卫生院 母霞 苍溪县白鹤乡

8 H51082400403 苍溪县白桥镇卫生院 淳辉 苍溪县白桥镇龙凤街 44号

9 H51082400164 苍溪县白山乡卫生院 汪亚龙 苍溪县白山乡政府街 6号

10 H51082400503 苍溪县白驿镇卫生院 曾兴旺 苍溪县白驿镇下场

11 H51082400043 苍溪县百利镇卫生院 张良洲 苍溪县八庙镇八庙场

12 H51082400021 苍溪县第二人民医院 张锬邦 苍溪县陵江镇嘉陵路西段266号

13 H51082400146 苍溪县东青镇中心卫生院 何先鹏 东青镇东岳街 73 号

14 H51082400016 苍溪县东溪镇中心卫生院 李毅 广元市苍溪县东溪场

15 H51082400640 苍溪县妇幼保健院 汪映龙
苍溪县陵江镇江南干道二段 118

号

16 H51082400286 苍溪县高坡镇卫生院 黄德强 苍溪县高坡镇朝阳路 122 号

17 H51082400258 苍溪县河地镇卫生院 向文强 苍溪县河地场

18 H51082400169 苍溪县唤马镇卫生院 赵庆平 苍溪县唤马镇教师街 108 号

19 H51082400243 苍溪县黄猫垭镇卫生院 邓杰 苍溪县黄猫乡场

20 H51082400054 苍溪县精神卫生防治院 罗建平 苍溪县云峰镇五里场

21 H51082400066 苍溪县漓江镇卫生院 陈庭恒 苍溪县漓江场

22 H51082400024
苍溪县陵江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谢鹏 苍溪县陵江镇肖家坝大道111号

23 H51082400167
苍溪县陵江镇回水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向风 苍溪县陵江镇回水村 8组

24 H51082400450
苍溪县陵江镇江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李树超 苍溪县陵江镇镇水场

25 H51082400256 苍溪县陵江镇中心卫生院 刘兆锦 苍溪县陵江镇人民东路 183 号

26 H51082400022 苍溪县龙山镇中心卫生院 张勇 苍溪县龙山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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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H51082400399 苍溪县龙王镇中心卫生院 邓长友 苍溪县龙王镇

28 H51082400189 苍溪县彭店乡卫生院 隆潭 苍溪县彭店场

29 H51082400036 苍溪县皮肤病性病防治院 董庭文 苍溪县陵江镇三清村二组

30 H51082400051 苍溪县歧坪镇中心卫生院 王政 苍溪县歧坪镇龙门路 20号

31 H51082400233 苍溪县桥溪乡卫生院 姚毅 苍溪县桥溪乡

32 H51082400040 苍溪县人民医院 史建林 苍溪县陵江镇

33 H51082400011 苍溪县三川镇卫生院 马健国 苍溪县三川镇三川场新街 96 号

34 H51082400027 苍溪县石马镇卫生院 向丹 苍溪县石马镇石马场环卫街3号

35 H51082400045 苍溪县亭子镇卫生院 罗斌 苍溪县亭子镇佛山街南段 8号

36 H51082400035 苍溪县文昌镇中心卫生院 黄海洲 苍溪县文昌镇纪红北街 2号

37 H51082400252 苍溪县五龙镇中心卫生院 兰富琦 苍溪县五龙镇五龙场北段 38 号

38 H51082400042 苍溪县永宁镇卫生院 吴彩华 苍溪县永宁镇

39 H51082400182 苍溪县鸳溪镇卫生院 苟其波 苍溪县鸳溪镇新场

40 H51082400433 苍溪县元坝镇中心卫生院 孙家才 苍溪县元坝镇老君路 91号

41 H51082400030 苍溪县月山乡卫生院 辜天华 苍溪县月山乡月山场

42 H51082400012 苍溪县岳东镇卫生院 郑林 苍溪县岳东镇岳平街下段 73 号

43 H51082400046 苍溪县云峰镇卫生院 罗俊德 苍溪县云峰镇

44 H51082400015 苍溪县运山镇卫生院 姚朗 苍溪县运山镇梨香路 100 号

45 H51082400392 苍溪县浙水乡卫生院 张杰 苍溪县浙水乡新民路 45号

46 H51082400031 苍溪县中医医院 高本岭
苍溪县陵江镇江南干道二段 123

号

47 H51082400630 苍溪新友好医院 徐志高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下段

48 H51082400018
四川福昌养老服务有限公

司
侯明宏

苍溪县陵江镇落英缤纷路北段 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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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元市医保定点诊所 43 家

序

号
医疗机构代码 医疗机构名称

法定

代表人
地址

1 H51082400420 苍溪陵江曾继东中医（综合）诊所 曾继东
苍溪县陵江镇望江路（江岸御园

3A-10 号）

2 H51082400049 苍溪陵江杜尧武口腔诊所 杜尧武 苍溪县陵江镇嘉陵路西段 249号

3 H51082400200 苍溪陵江韩波中医综合诊所 韩波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东段 135号

4 H51082400465 苍溪陵江韩宏先中医（综合）诊所 韩宏先
苍溪县陵江镇江南干道 102、103

号

5 H51082400673 苍溪陵江韩长晟中医（综合）诊所 韩长晟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东段 36号

6 H51082400413 苍溪陵江侯达全康复理疗诊所 侯达全 苍溪县陵江镇嘉陵路东段 120号

7 H51082400462 苍溪陵江侯启成中医（综合）诊所 侯启成
苍溪县陵江镇广明如意城 5号楼

商铺 5-1

8 H51082400190 苍溪陵江胡文亮中医（综合）诊所 胡文亮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西段 205号

9 H51082400366 苍溪陵江李德政诊所 李德政 苍溪县陵江镇人民西街 45号

10 H51082400510 苍溪陵江李开永中医（综合）诊所 李开永 苍溪县陵江镇汉昌路 2号

11 H51082400719 苍溪陵江李英昊植美口腔诊所 李英昊 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路 30号

12 H51082400635 苍溪陵江梁芳口腔诊所 梁芳 苍溪县陵江镇人民西路 25号

13 H51082400162 苍溪陵江刘开明中医（综合）诊所 刘开明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中段 383号

14 H51082400637 苍溪陵江刘明福中医综合诊所 刘明福 苍溪县陵江镇人民东街 10号

15 H51082400201 苍溪陵江罗发明中医综合诊所 罗发明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东段 8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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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H51082400411 苍溪陵江罗治勇中医（综合）诊所 罗治勇 苍溪陵江镇红军路中段

17 H51082400179 苍溪陵江牟进财诊所 牟进财 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西街 4号

18 H51082400052 苍溪陵江宋建华中医（综合）诊所 宋建华 苍溪陵江少屏路 45号

19 H51082400636 苍溪陵江王斌中医（综合）诊所 高朝秀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西段 732号

20 H51082400202 苍溪陵江王德凯中医（综合）诊所 王德凯 苍溪县陵江镇汉昌路 196 号

21 H51082400207
苍溪陵江王氏振刚康健中医（综

合）诊所
王振刚 苍溪县陵江镇外南街 52 号

22 H51082400199 苍溪陵江谢小张中医（综合）诊所 谢小张 苍溪陵江谢小张中医诊所

23 H51082400230 苍溪陵江杨才刚中医（综合）诊所 杨才刚 苍溪县陵江镇江南干道

24 H51082400683 苍溪陵江杨宏海妇科诊所 杨宏海 苍溪县陵江镇新兴巷 16 号

25 H51082400455 苍溪陵江杨钧淋康洁口腔诊所 杨钧淋 嘉陵路西段 327 号

26 H51082400711 苍溪陵江杨天坤中医（综合）诊所 杨天坤 苍溪县陵江镇滨江路中段 51号

27 H51082400290
苍溪陵江张太平中西医结合便民

诊所
张太平 苍溪县陵江镇白鹤街 58 号

28 H51082400020 苍溪陵江张天宝中医（综合）诊所 张天宝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西段 603号

29 H51082400310 苍溪陵江张旭成中医（综合）诊所 张旭成 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街 121 号

30 H51082400204 苍溪陵江赵仲清中医诊所 赵仲清 苍溪县陵江镇东台街 2号

31 H51082400524 苍溪陵江周珍生中医诊所 周珍生 苍溪县陵江镇人民东路 51号

32 H51082400706 苍溪陵江朱勇中医（综合）诊所 朱勇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东段 153号

33 H51082400356 苍溪五龙陈中荣口腔诊所 陈中荣 苍溪县五龙镇场昌龙路 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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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H51082400424 苍溪五龙韩顺东中医（综合）诊所 韩顺东
苍溪县五龙镇昌龙路南段

335-337 号

35 H51082400278
苍溪县陵江谭光杰中医（综合）诊

所
谭光杰 苍溪陵江玉锦龙都 6号

36 H51082400410 苍溪县陵江镇胡文波中西医诊所 胡文波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西段 524号

37 H51082400436 苍溪县龙山镇李清学口腔诊所 李清学 苍溪县龙山镇白马街 62 号

38 H51082400419 苍溪县石马梁超中医诊所 梁超 苍溪县石马镇建设街 14 号

39 H51082400329 苍溪县徐氏中医诊所 徐洲 苍溪县陵江镇人民西街 47号

40 H51082400525 苍溪县耀爱口腔诊所 赵琼英 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路 250 号

41 H51082400351 苍溪县元坝张稳成中医诊所 张稳成 苍溪县元坝镇

42 H51082400692
广元伏氏口腔诊所有限公司苍溪

陵江伏氏口腔诊所
伏开春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龙

王沟街 51 号

43 H51082400694
广元辅牙巴口腔医疗有限公司苍

溪辅牙巴口腔诊所
李 辅 苍溪县陵江镇九曲溪北街 119号

3.广元市医保定点药店 135 家

序

号
零售药店代码 零售药店名称

法定

代表人
住所

1 P51082400224
四川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广元市苍溪县北门沟药店
阮国伟 苍溪县北门沟路 119 号

2 P51082400220
四川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广元市苍溪县红军路药店
阮国伟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 219 号

3 P51082400219
四川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苍溪县红军路二药店
阮国伟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 291 号（金港

国际）

4 P51082400814
四川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苍溪嘉陵路店
王华

苍溪县陵江镇嘉陵路滨江花园（嘉

陵路 104 号）

5 P51082400815
四川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苍溪帝景豪庭店
王华

苍溪县陵江镇杜里路 1号帝景豪庭

5幢 1层 1-5 号

6 P51082400816
四川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苍溪江南半岛店
阮国伟 苍溪县陵江镇江南干道 2段-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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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51082400223
四川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苍溪解放东路二店
阮国伟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东段 240-242

号

8 P51082400218
四川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苍溪解放东路店
阮国伟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东段 431、

433、435 号

9 P51082400809
四川广元康贝大药房连锁有限

公司苍溪县东君药店
刘娟 苍溪县文昌镇纪红街 32 号

10 P51082400824
四川广元康贝大药房连锁有限

公司苍溪县侯秀药店
刘娟 广元苍溪县歧坪镇新兴南路 069 号

11 P51082401119
四川广元康贝大药房连锁有限

公司苍溪县和润堂药店
陈朝江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龙山镇观音街

18.20 号

12 P51082400808
四川广元康贝大药房连锁有限

公司苍溪县曾洁药店
刘娟 苍溪县彭店乡祥和社区

13 P51082400806
四川广元康贝大药房连锁有限

公司苍溪县歧坪药店
刘娟 四川广元康贝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14 P51082400827
四川广元康贝大药房连锁有限

公司苍溪县范荣药店
刘娟 苍溪县漓江镇漓江街 70、72 号

15 P51082400840
四川广元康贝大药房连锁有限

公司苍溪县金华药店
向科先 苍溪县石马镇建设路二段 4－5号

16 P51082400807
四川广元康贝大药房连锁有限

公司苍溪县高坡药店
刘娟 四川广元康贝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17 P51082400449
四川省佳旺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五龙药店
向卫华 苍溪县五龙镇五龙场街 39号

18 P51082400825
四川省佳旺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永济药店
向文 苍溪县永宁镇永兴街 98 号

19 P51082400040
四川省养心堂大药房连锁有限

公司岳东店
何虎成 苍溪县岳东镇岳平街下段 27号

20 P51082400933
四川省广元太星平价大药房连

锁有限公司五龙悦康药房
牟燕萍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五龙镇昌龙路

北段 298.300 号

21 P51082400810
四川省广元太星平价大药房连

锁有限公司五龙邦宇药店
李忠荣

四川省苍溪县五龙镇昌龙路北段

15、17 号

22 P51082400797
四川省广元太星平价大药房连

锁有限公司元坝黄清华药店
刘建平 苍溪县元坝镇宋江东路 53号

23 P51082400811
四川省广元太星平价大药房连

锁有限公司龙王回春药店
刘建平 苍溪县龙王镇禹王街 5号

24 P51082400095
四川省广元煌地药房连锁有限

公司苍溪兴贤店
段小平 苍溪县陵江镇兴贤街

25 P51082400098
四川省广元煌地药房连锁有限

公司苍溪广明国际店
段小平

苍溪县陵江镇江南干道二段 24号

（广明国际花园 3幢 1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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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P51082400099
四川省广元煌地药房连锁有限

公司苍溪店
段小平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上段

27 P51082400109
四川省广元煌地药房连锁有限

公司苍溪江南半岛店
段小平

苍溪县陵江镇江南半岛16栋 1层 6

号

28 P51082400079
四川省广元煌地药房连锁有限

公司苍溪解放店
段小平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东城市场旁)

29 P51082400082
四川省广元煌地药房连锁有限

公司苍溪金港国际店
段小平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西段（金港国

际 77号）

30 P51082400299
四川省盛大药品零售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万金堂药店
赵保光 苍溪县永宁镇永宁老街 105 号

31 P51082400485
四川省盛大药品零售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宏泰大药房
赵保光

四川省苍溪县歧坪镇杨家桥村二组

25 号

32 P51082400828
四川省盛大药品零售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恒康堂药店
贾燕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解放路东段

341 号

33 P51082400998
四川省盛大药品零售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文昌大药房
伏明强

苍溪县文昌镇文昌北街35附 1号 1

楼

34 P51082401162
四川省盛大药品零售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百姓药店
贾燕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下段翠屏佳苑

二期 2号楼 1层 1-10

35 P51082401088
四川省盛大药品零售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益康大药房
贾燕

苍溪县陵江镇秀城路汉水秀城一期

商铺 8号

36 P51082400285
四川省盛大药品零售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益民大药房
赵保光 苍溪县文昌镇南街 26 号

37 P51082400448
四川省盛大药品零售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苍溪县恒安福康药店
贾燕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东段 156 号

38 P51082400045
四川省盛大药品零售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苍溪县昇祥大药房
贾燕

苍溪县陵江镇江南半岛一幢滨江商

业幢 1层 1-15 号

39 P51082400308
四川省盛大药品零售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连锁一药店
赵保光

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路（北门沟市

场）

40 P51082400290
四川省盛大药品零售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连锁七药店
赵保光 四川省苍溪县岳东镇

41 P51082400794
四川省盛大药品零售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连锁三十七药店
赵保光 苍溪县兴贤街 23号

42 P51082400970
四川省盛大药品零售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连锁三十九药店
杨立新 苍溪县歧坪镇

43 P51082400690
四川省盛大药品零售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连锁三十五药店
赵青华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歧坪镇

44 P51082400434
四川省盛大药品零售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连锁东城 1药店
赵保光 苍溪县陵江镇东台街 7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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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P51082400874
四川省盛大药品零售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连锁九十六药店
奉天才

四川省苍溪县运山镇居委会运山场

244 号

46 P51082400837
四川省盛大药品零售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连锁五十二药店
徐岚

成都市成华区成华大道杉板桥路

199 号 18 栋 1 单元 25 楼 2501 号

47 P51082400795
四川省盛大药品零售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连锁五十六药店
赵保光 苍溪县文昌镇文白街 6号

48 P51082400007
四川省盛大药品零售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连锁五药店
赵保光

四川省苍溪县歧坪镇杨家桥村二组

25 号

49 P51082400536
四川省盛大药品零售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连锁八药店
贾燕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东段 358 号 1

幢 1 层 1-1 号

50 P51082401161
四川省盛大药品零售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连锁六十六药店
贾燕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白驿镇老街

82号附一号

51 P51082400115
四川省盛大药品零售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连锁六药店
贾燕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东段 196 号

52 P51082400812
四川省盛大药品零售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连锁兴贤街药店
赵保光 苍溪县陵江镇兴贤街 33 号

53 P51082400616
四川省盛大药品零售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连锁十一药店
黄倩 四川省苍溪县红军路中段 140 号

54 P51082400295
四川省盛大药品零售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连锁十七药店
贾燕 苍溪县岳东镇

55 P51082400627
四川省盛大药品零售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连锁十九药店
贾燕

苍溪县陵江镇杜里路 1号帝景豪庭

7-1-3 号

56 P51082400118
四川省盛大药品零售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连锁十药店
淳飞 四川省苍溪县歧坪镇新兴路

57 P51082400813
四川省盛大药品零售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连锁四十二药店
向东 苍溪县龙山镇禹王街 14 号

58 P51082400697
四川省盛大药品零售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连锁总店
赵保光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西段 6号

59 P51082400841
四川省盛大药品零售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龙山益民大药房
贾燕 苍溪县龙山镇黄粱坪街 7号

60 P51082400994
四川科欣堂健康药房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苍溪店
王秀琳

成都市龙泉驿区西河镇跃进村 1组

59 号

61 P51082400562
四川鹤鸣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直营第二店
张菊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中段 263 号

62 P51082400553
四川鹤鸣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第 254 药店
张菊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西段

63 P51082400793
四川鹤鸣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第 255 药店
张菊 苍溪县陵江镇汉水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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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P51082400576
四川鹤鸣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第 256 店
张菊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东段

65 P51082400578
四川鹤鸣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第 257 药店
张菊 苍溪县陵江镇晓古街 33 号

66 P51082400558
四川鹤鸣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第 259 药店
杨国林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西段 356 号

67 P51082400567
四川鹤鸣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第 260 店
张菊 苍溪县陵江镇兴贤街 59 号

68 P51082400564
四川鹤鸣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第 266 药店
张菊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中段 181 号

69 P51082400545
四川鹤鸣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第 268 药店
张菊 苍溪县陵江镇人民东路 66号

70 P51082400826
四川鹤鸣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第 270 药店
张菊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东段 173 号

71 P51082400792
四川鹤鸣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第 272 药店
张菊 四川省苍溪县江南干道

72 P51082400298
四川鹤鸣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第 333 店
张菊 苍溪县陵江镇九曲溪南街

73 P51082400471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43 店
柴明勇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东段 209 号

74 P51082400454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东城三店
李洲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东段 181 号

75 P51082400452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东城二店
李洲 苍溪县陵江镇南京路

76 P51082400843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东城口店
李洲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

西段 599 号

77 P51082400463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东城店
欧晓燕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东段 135 号

78 P51082401168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人民东街店
李洲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人民东

街 62 号

79 P51082400466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人民东路店
李洲 苍溪县东溪镇人民东路上段 76号

80 P51082400453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兴贤店
李洲 苍溪县嘉陵路西段 129 号

81 P51082400464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北门二店
欧晓燕 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路 268 号

82 P51082400459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北门店
欧晓燕 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路 18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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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P51082400472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嘉陵店
李洲 苍溪县陵江镇人民东街 179 号

84 P51082400844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如意城店
李洲

苍溪县陵江镇江南新区杜里坝广

明.如意城 6栋 36-37 号

85 P51082401180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帝景豪庭店
李洲

苍溪县陵江镇杜里路 1号帝景豪庭

5幢-1层-1-6 号

86 P51082400470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建设路店
李洲 苍溪县元坝镇建设路 24 号

87 P51082400450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总店
欧晓燕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西段

88 P51082400460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桥头店
欧晓燕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西段（佳美新

居）

89 P51082400458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武当市场店
李洲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东段 291、293

号

90 P51082400842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歧坪店
李洲 苍溪县歧坪镇新兴街 089-093 号

91 P51082400465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江南店
欧晓燕 苍溪县陵江镇江南干道二段 70号

92 P51082400456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状元桥店
李洲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西段 52、54

号

93 P51082400457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红军路店
李洲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中段 287、289

号

94 P51082400469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花园店
欧晓燕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中段 418 号

95 P51082400790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苍中店
赵劲松 苍溪县陵江镇汉昌路 1号

96 P51082400791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苍溪 100 药店
樊玉锦 苍溪县东青镇东岳街 263 号

97 P51082400805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苍溪 107 药店
赵劲松

四川省苍溪县陵江镇白鹤小区 84

号附 6号

98 P51082400932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苍溪 111 药店
樊玉锦 四川省苍溪县云峰镇五里场 266 号

99 P51082400293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苍溪 118 药店
樊玉锦 苍溪县陵江镇兴贤街

100 P51082400801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苍溪 127 药店
樊玉锦 苍溪县陵江镇内西街 20 号

101 P51082400675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苍溪 136 店
樊玉锦 苍溪县五龙镇五龙街 13 号



- 19 -

102 P51082400802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苍溪 138 药店
侯武涛 苍溪县龙王镇禹王街 5号

103 P51082400803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苍溪 70 药店
樊玉锦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西段 293

104 P51082400798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苍溪 73 药店
陈玉芳 四川省苍溪县永宁镇永兴路 159 号

105 P51082400804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苍溪 80 药店
樊玉锦 苍溪县河地镇两河口场 32号

106 P51082401076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苍溪 89 药店
赵劲松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

中段 238 号

107 P51082400799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苍溪 91 药店
樊清国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元坝镇建设路

56号附 6

108 P51082400800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苍溪 92 药店
李勇 四川省苍溪县元坝镇建设路 161 号

109 P51082400473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解放店
李洲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西段 311 号

110 P51082400461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车站店
李洲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中段 401 号

111 P51082400845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金山角店
李洲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

西段 599 号

112 P51082400455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金港店
李洲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中段（金港国

际）

113 P51082400796
广元市瑞华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瑞华大药房红军路店
任莉 苍溪县内西街 68号

114 P51082400060
广元市瑞华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瑞华药房
任莉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上段 11号

115 P51082400829
广元市益寿堂大药房有限公司

十二分店
赵定蓉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元坝镇建设路

33 号

116 P51082400551 广元康诚大药房有限公司玉龙店 张军 苍溪县陵江镇滨江路上段 1060 号

117 P51082400547
广元康诚大药房有限公司百信

药店
张军 苍溪县陵江镇江南干道一段 47号

118 P51082400972
广元康诚大药房有限公司苍溪

元坝益寿堂药店
曹树东 苍溪县元坝镇裕鹤西路 38号

119 P51082400579
广元康诚大药房有限公司苍溪

好药师药店
张军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西段（龙都宝

鼎 1幢 13 号）

120 P51082400364
广元芝心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苍溪三桥药店
何其香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下段 65-6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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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P51082400350
广元芝心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苍溪东城药店
吴在英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东段 176 号

122 P51082400339
广元芝心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苍溪益康药店
何其香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中段 149 号

123 P51082400337
广元芝心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苍溪红军东路药店
何其香

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东段

132 号附 1号

124 P51082400338
广元芝心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苍溪西街药店
何其香

苍溪县陵江镇嘉陵路西段（华府帝

王城）

125 P51082400262 苍溪县品康大药房 罗什
苍溪县白驿镇政府街71号附1.2.3

号

126 P51082400203 苍溪县天润大药房 罗什 苍溪县龙山镇观音街 7号

127 P51082400260 苍溪县天润大药房梨香路分店 罗什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运山镇梨香路

145 号、147 号

128 P51082400251 苍溪县天益大药房 罗什 苍溪县东溪镇人民东路上段6、8号

129 P51082400789
苍溪县好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七十五药店
任琦 苍溪县元坝镇建设路 107 号

130 P51082400880
苍溪县好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八药店
任琦 苍溪县东溪镇人民东路 120 号

131 P51082400633
苍溪县好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六十六药店
刘朝阳 苍溪县元坝镇建设路 96 号

132 P51082400920
苍溪县好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十二药店
刘朝阳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西段 576 号

（龙腾苑）

133 P51082400559
苍溪县好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十八药店
刘朝阳 苍溪县陵江镇城西巷 52 号

134 P51082400941
苍溪县好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十六药店
刘朝阳 苍溪县元坝镇建设路 4号

135 P51082400250 苍溪县润泽大药房 罗什 苍溪县石马镇建设路二段 14号

八、苍溪县医疗保障局行政执法文书样式、行政执法案卷评

查制度

《四川省行政执法文书标准》（2021 年 1 月）

《四川省行政执法流程标准》（2021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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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市司法局印发《关于印发行政执法案卷评查标准的通

知》(广司发〔2022〕16 号)

九、苍溪县医疗保障局上年度双随机抽查结果、行政许可和

处罚决定、上年度本机关行政执法数据总体情况

（一）上年度本机关行政执法数据总体情况

行政处罚：作出决定 1 件。

（二）上年度本机关行政执法结果公示

行政处罚决定公示：

网址：苍溪县医疗保障局 2021 年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共 1

次）-政务信息-苍溪县人民政府

十、苍溪县医疗保障局实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方案

遵照执行《苍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苍溪县全面落实

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

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苍府办发〔2019〕29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