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清单（2022 年版）

序

号
执法种类 审核事项 需提交的审核材料 审核重点 审核依据 备注

1 行政处罚
对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或

备案违法行为的处罚

1. 案件调查终结报告

2. 拟制的行政处罚文

书

3. 相关事实、证据材

料、法律依据

4. 其他需要提交的材

料

1. 行政执法主体是否合法，行

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

2. 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

3. 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

否合法充分

4. 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

准确，裁量基准运用是否适当

5. 执法是否超越执法机关法定

权限

6. 行政执法文书是否完备、规

范

7. 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

移送司法机关

8. 其他应当审核的内容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

案管理条例》（2016 年国

务院令第 673 号）《企业

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

办法》（2017 年国家发展

改革委令第 2号）

《山西省企业投资项目核

准和备案管理办法》（2018

年山西省人民政府令第

258 号）

2 行政处罚

企业投资建设产业政策

禁止投资建设项目的处

罚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

案管理条例》（2016 年国

务院令第 673 号）



3 行政处罚

对价格监测定点单位虚

报、瞒报、伪造、篡改、

拒报或屡次迟报价格监

测资料的处罚
1. 案件调查终结报告

2. 拟制的行政处罚文

书

3. 相关事实、证据材

料、法律依据

4. 其他需要提交的材

料

1. 行政执法主体是否合法，行

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

2. 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

3. 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

否合法充分

4. 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

准确，裁量基准运用是否适当

5. 执法是否超越执法机关法定

权限

6. 行政执法文书是否完备、规

范

7. 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

移送司法机关

8. 其他应当审核的内容

《山西省价格监测办法》

（2007 年山西省人民政府

令第 211 号）

4 行政处罚

对粮食收购企业未按照

规定备案或者提供虚假

备案信息的处罚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2021 年修订）



5 行政处罚

对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

家粮食质量标准、未及时

向售粮者支付售粮款、违

反规定代扣、代缴税、费

和其他款项、收购粮食未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

质量安全检验或者对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

食未作为非食用用途单

独储存、从事粮食收购、

销售、储存、加工的粮食

经营者及饲料、工业用粮

企业未建立粮食经营台

账或未按照规定报送粮

食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

粮食储存企业未按照规

定进行粮食销售出库质

量安全检验的处罚

1. 案件调查终结报告

2. 拟制的行政处罚文

书

3. 相关事实、证据材

料、法律依据

4. 其他需要提交的材

料

1. 行政执法主体是否合法，行政

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

2. 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

3. 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

否合法充分

4. 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

准确，裁量基准运用是否适当

5. 执法是否超越执法机关法定

权限

6. 行政执法文书是否完备、规

范

7. 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

移送司法机关

8. 其他应当审核的内容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2021 年修订）



6 行政处罚

对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

企业将法律、法规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明确不得作

为食用用途销售的粮食

作为食用用途销售出库

的处罚

1. 案件调查终结报告

2. 拟制的行政处罚文

书

3. 相关事实、证据材

料、法律依据

4. 其他需要提交的材

料

1. 行政执法主体是否合法，行政

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

2. 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

3. 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

否合法充分

4. 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

准确，裁量基准运用是否适当

5. 执法是否超越执法机关法定

权限

6. 行政执法文书是否完备、规

范

7. 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

移送司法机关

8. 其他应当审核的内容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2021 年修订）

7 行政处罚

对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

活动违反国家政策性粮

食经营管理规定的处罚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2021 年修订）

8 行政处罚

对粮油仓储单位未在规

定时间向粮食行政管理

部门备案，或者备案内容

弄虚作假的处罚

《粮油仓储管理办法》

（200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

5号令）

9 行政处罚
对粮油仓储单位不具备

条件的处罚

《粮油仓储管理办法》

（200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

5号令）



10 行政处罚

对粮油仓储单位违反有

关粮油出入库、储存管理

规定的处罚

1. 案件调查终结报告

2. 拟制的行政处罚文

书

3. 相关事实、证据材

料、法律依据

4. 其他需要提交的材

料

1. 行政执法主体是否合法，行政

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

2. 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

3. 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

否合法充分

4. 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

准确，裁量基准运用是否适当

5. 执法是否超越执法机关法定

权限

6. 行政执法文书是否完备、规

范

7. 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

移送司法机关

8. 其他应当审核的内容

《粮油仓储管理办法》

（200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

5号令）

11 行政处罚
对不按规定储存、出库、

销售陈化粮的处罚

《粮食流通监督检查暂行

办法》（国粮检〔2004〕

230 号）

12 行政处罚

对供应补助粮食的企业

向退耕还林者供应不符

合国家质量标准的补助

粮食、供应补助粮食的企

业将补助粮食折算成现

金或代金券支付的或回

购补助粮食行为的处罚

《退耕还林条例》（2002

年国务院令 36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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