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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
集中更新行政执法公示目录

一、行政执法主体

（一）行政执法主体 1 个：苍溪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

地址: 四川省苍溪县市场街 95 号

邮编:628400 电话（传真）0839-5228576

（二）行政执法机构设置 3 个：

行政执法股室：

1.市建电商股。承担全县城乡商贸流通体系建设的规划、培

育、发展和管理工作；提出引导各类资金投向市场体系建设的政

策建议；提出我县国内贸易以及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的综合性政策

建议；组织拟订全县物流发展规划并实施；优化商业布局和结构，

推进流通产业结构调整；负责编报争取市场体系建设相关项目和

资金；负责推进市场标准化建设；按有关规定指导拍卖、旧货流

通活动；指导报废汽车管理，负责老旧汽车更新工作；指导再生

资源回收工作；研究拟订并组织实施我县电子商务发展规划和促

进政策；指导全县电子商务服务站点的建设和运营；拟订推动企

业信息化、运用电子商务开拓国内外市场的相关政策措施并组织

实施，推动电子商务的应用和发展；组织拟订电子商务服务体系

建设，完善电子商务统计和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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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室负责人：舒谦 联系电话：0839-5228892

2.营销中心。负责扶贫产品营销服务中心日常事务，东西部

协作消费帮扶，临港经济区规划建设，监督管理以苍溪县名义在

县外举办的各种商贸交易会、展览会、展销会等活动；监督管理

有关部门和企业在县内举办的各种商贸交易会、展览会、展销会

等工作。

股室负责人：张扬淏 联系电话：0839-5228576

3.外经外贸股。贯彻执行、对外经济合作、对外贸易的法律

法规、政策和改革方案；承担全县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设

计咨询等对外经济合作业务管理工作；监督落实公民出境就业管

理政策，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外派劳务和赴境外就业人员的权益保

护工作；负责县内境外就业职业介绍机构的认定和境外就业工作

的监督检查；负责培育发展外贸企业；协调进出口商品配额申报

及许可证管理，负责重要工业品、原材料和农产品进出口计划的

组织实施；指导全县商品进出口工作；贯彻国家有关港澳台地区

的经贸政策、规章，促进我县与港澳台经贸交流与合作；规范我

县进出口经营秩序；指导外贸促进体系和外贸信用体系建设；承

担多、双边对我县的无偿援助、捐款等工作（不含财政合作项目

和外国政府对我县的捐赠）。

股室负责人：赵西平 联系电话：0839-522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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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苍溪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行政执法人员清单

三、苍溪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行政执法权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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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重大行政执法审核目录清单

无

五、苍溪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行政执法（监督信息）救济渠

道、行政执法责任制

（一）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方式

当事人依法享有申请回避、陈述、申辩、复议、诉讼等权利，

详见相应法律法规。

（二）救济途径

无

序号 姓名 证件编号

1 宋威龙 23070120023

2 赵西平 23070120021

3 舒 谦 23070120025

4 陈侨兰 230701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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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投诉举报的方式、途径

部门：苍溪县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股

地址：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干道二段 128 号（苍溪县

司法局三楼）

投诉电话：0839-5230272

（四）行政执法责任制

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

（国办发〔2005〕37 号）

２．《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实

施意见》(川办发〔2005〕36 号)

３．《四川省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考核办

法》(川府发〔2005〕24 号)

４．《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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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标准

无

七、苍溪县商务和经济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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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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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商贸流通企业安全检查

检查依据：《安全生产法》第六十条规定，负有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涉及安全生产

的事项需要审查批准（包括批准、核准、许可、注册、认证、颁

发证照等，下同）或者验收的，必须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

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和程序进行审查；不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

件的，不得批准或者验收通过。对未依法取得批准或者验收合格

的单位擅自从事有关活动的，负责行政审批的部门发现或者接到

举报后应当立即予以取缔，并依法予以处理。对已经依法取得批

准的单位，负责行政审批的部门发现其不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的，应当撤销原批准。

检查对象：大型商超、酒店

检查内容：对大型商超、酒店安全情况进行综合检查

２． 汽车流通市场检查

检查依据：《汽车销售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2017 年第 1

号）第七条 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全国汽车销售及其相

关服务活动的政策规章，对地方商务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工作进

行指导、协调和监督。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依据本办法对

本行政区域内汽车销售及其相关服务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第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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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商应当在经营场所以适当形式明示销售汽车、配件及其他相

关产品的价格和各项服务收费标准，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或

收取额外费用。第十二条 经销商出售未经供应商授权销售的汽

车，或者未经境外汽车生产企业授权销售的进口汽车，应当以书

面形式向消费者作出提醒和说明，并书面告知向消费者承担相关

责任的主体。第二十七条 供应商、经销商应当自取得营业执照

之日起 90 日内通过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

系统备案基本信息。供应商、经销商备案的基本信息发生变更的，

应当自信息变更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信息更新。第三十二条 违反

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

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

条有关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给

予警告或 3 万元以下罚款。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

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

条有关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给

予警告或 1 万元以下罚款。

检查对象：汽车销售经销商、二手车交易市场和二手车经营

主体

检查内容：

对汽车经销商相关经营行为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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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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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贸流通企

业安全检查

《安全生产法》

第六十条

苍溪县商

务和经济

合作局外

经外贸股

20% 1 2022.7-2022.10

汽车流通

市场检查

《汽车销售管

理办法》（商务

部令 2017 年第

1号）第七条

苍溪县商

务和经济

合作局市

建电商股

20% 1 2022.8—2022.11

按照广府办发〔2016〕35 号文件关于“双随机”工作的有关要求，

行政检查职能股室应当于当年一季度制定当年检查初步计划，汇总后公

示。

抽查工作注意事项：每年随机抽查事项不低于抽查事项总数的 50%，

抽查对象不少于全部抽查对象的 70%。原则上同一年度对同一管理对象的

抽查次数不超过 2 次。对社会关注度高、被投诉举报多、有严重违纪违

规记录、失信等级高的服务机构和人员，适度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检

查前三天，通过机选或摇号等方式，随机抽取检查人员和检查对象。检

查情况和结果由办公室在五日内公示并录入一体化行权平台、市场主体

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在每季度最后一个月的 20 日前将工作开展情况

汇总，经局领导审签后报县政府办。

（三）检查对象名录库

本次计划共检查 6 家商超宾馆、4 家汽贸企业。

序号 机构名称 机构地址
机 构

负责人

1 苍溪县宝马车业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东段 54号 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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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苍溪县旭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三清村一组 赵荣兰

3
苍溪县歧坪镇新元安汽车修理

部
苍溪县歧坪镇五一路 李元志

4 苍溪县升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麻岭社区九组 庞松文

5 苍溪县四达贸易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群丰村五组 张小燕

6 苍溪县翔鸿永亨车业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三清村一组三清路

102 号
侯永军

7
苍溪县佳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三清社区四组 677

号
杨军

8 苍溪县天豪汽贸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麻岭社区九组 王靖杰

9
苍溪县浩昌汽贸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三清村一组 侯海福

10 苍溪县长城摩托车行 苍溪县陵江镇南京路 邓荣先

11 苍溪县青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三清村 牛青松

12 苍溪县广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三清村二组 刘勇

13 苍溪县远宏车业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三清村四组 伏三宏

14
苍溪县旭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三清社区四组 李亮

15 苍溪新铭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三清路 155 号 罗梓轩

16 苍溪县洪兵汽贸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工业集中发展区武当工业

园
赵洪兵

17
四川省苍溪恒昌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滨江路（江岸御园） 杨敬

18 苍溪县双宇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三清村二组 张晓蓉

19 广元顶宇超市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江南新区（星泓美

好广场）
周世贵

20 苍溪县世纪鸿源生活超市 苍溪县陵江镇龙王沟 88 号 秦军

21
四川世纪鸿源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中段（金港

国际）
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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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苍溪县文昌昌吉超市 苍溪县文昌镇北街 99 号 罗光勇

23 苍溪县天天乐超市
苍溪县陵江镇（同心广场左侧商

住楼）
刘荣

24 苍溪县天惠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刘家巷 7号 周万蛟

25 苍溪县瑞丰食品超市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中段（现代

商城二楼）
赵国成

26
苍溪县世纪华联购物中心有限

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中段（鑫苑

名城小区）
吴文开

27 苍溪县元坝红伟超市 苍溪县元坝镇建设路 153 号 刘伟

28 苍溪县嘉和酒店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西段（龙都

宝鼎）
孙磊

29 苍溪县丽晶商务酒店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中段 286 号 刘伟

30 苍溪县鑫宏鑫宾馆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北门

沟路 23号 3-4 楼
何小兰

31 苍溪聚鑫贸易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 丁海

32 苍溪县意鸣宾馆 苍溪县陵江镇人民西街 51 号 刘晓

33 四川省楠洋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杜里

路 115 号（原落英缤纷路北段）
宋琼

34 苍溪县诚湖艺术酒店 苍溪县陵江镇市场街三号 张德红

35 苍溪县帝景商务酒店 苍溪县陵江镇杜里路（帝景豪庭） 陶海燕

36 苍溪县三生酒店 苍溪县陵江镇杜里坝（帝景豪庭） 王杰

37 苍溪县安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西段 550 号 石瑶

38 苍溪县景天大酒店 苍溪县陵江镇滨江路（玉锦龙都） 黄志莲

39 苍溪县新元生商务酒店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东段 270 号 刘伟

40 苍溪县青春商务宾馆 苍溪县陵江镇文升巷 16 号 王菊芳

41 苍溪县翠萍酒店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下段翠屏佳

苑二期 2号楼 2层 2-1
彭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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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苍溪县紫荆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东段 8号 魏剑

43 苍溪县新世佳酒店
苍溪县陵江镇滨江路下段（凯旋

丽都）
冯绍雄

44 苍溪县朗庭大酒店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东段 68号 石琼芳

45 苍溪世纪豪艇大酒店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滨江路下段（船型

建筑）
曹新芳

八、苍溪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行政执法文书样式、行政执法

案卷评查制度

无

九、苍溪县商务和经济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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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度本机关行政执法情况为：上年度双随机抽查 1 次，

https://www.cncx.gov.cn/news/show/20220105165054168.html

十、苍溪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实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方案

比照执行《苍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苍溪县全面落实

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

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苍府办发〔2019〕29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