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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行为，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提高监管执法效率，依据《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规定，省司法厅审核的《2019年
省（中）直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已经省政府批准，现面向社会公开，并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特此公告。

辽宁省司法厅
2019年8月29日

关于公开《2019年省（中）直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的公告

2019年省（中）直部门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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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机关

国家税务总局辽宁
省税务局

省气象局

省档案局

省新闻出版局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省科学技术厅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省民族和宗教事务
委员会

省民政厅

省自然资源厅

省自然资源厅

省自然资源厅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

省交通运输厅

省交通运输厅

省交通运输厅

省水利厅

省水利厅

省农业农村厅

省农业农村厅

省农业农村厅

省农业农村厅

省农业农村厅

省农业农村厅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省体育局

省统计局

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省林业和草原局

省林业和草原局

省知识产权局

省残疾人联合会

省残疾人联合会

检查对象

从省级重点稽查对象名录库中按 20%比例随机抽取 600 家
（其中选取12家作为省级检查对象）

从8463处爆炸和火灾危险场所名录库中按0.5%比例随机抽
取42处

从87家企业名录库中按9%比例随机抽取8家

从全省170家出版物印刷复制企业名录库中按5%比例随机
抽取8家

从39家信用评估机构名录库中按18%比例随机抽取7家

从 29 家实验动物生产、使用企业名录中按 10%比例随机抽
取3家

从 356家取得无线电电台执照的企业名录库中按 1.5%比例
随机抽取5家

从80家清真屠宰企业名录库中按10%比例随机抽取8家

从62家经营性公墓名录库中按10%比例随机抽取6家

从矿业权勘查开采信息公示系统中已公示的 2303 个中按
10%比例随机抽取230个和矿业权人异常名录中的49个

从615家测绘资质单位名录库中按5%比例随机抽取30家

从51家地图编制地图出版单位名录库中按10%比例随机抽
取5家

从10300家施工企业名录库中按0.6%比例随机抽取60家
从320家监理企业名录库中按18.8%比例随机抽取60家
从3568家建设单位名录库中按1.7%比例随机抽取60家
从250家招标代理机构名录库中按16%比例随机抽取40家
从276家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名录库中按14.5%比例随机抽取
40家

从 55家高速公路建设市场名录库中按 10%比例随机抽取 5
家
从41家交通监理企业名录库中按10%比例随机抽取4家

从100家旅游包车企业名录库中按20%比例随机抽取20家

从54家水路运输企业名录库中按10%比例随机抽取6家
从20家港口理货企业名录库中按20%比例随机抽取4家

从30家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60家国家和省重点监控用
水单位名录库中按15%比例各随机抽取4家、9家

从262家生产建设单位名录库中按20%比例随机抽取52家

从 6839家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市场主体名录库中按 0.6%
比例随机抽取38家

从780家饲料生产企业名录库中按6.4%比例随机抽取50家
从5000家饲料经营单位按1%比例随机抽取50家

从167家生鲜乳收购站名录库中按12%比例随机抽取20家
从 185 家生鲜乳运输车辆名录库中按 11%比例随机抽取 20
辆

从634家种畜禽场名录库中按2%比例随机抽取13家

从42家兽药生产企业名录库中按19%比例随机抽取8家
从4000家兽药经营单位名录库中按0.3%比例随机抽取12家

从300家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数据库中按2.6%比例随机抽
取8家

从800户企业名录库中按6.3%比例随机抽取50家

从51家商业银行机构中按不超过20%比例随机抽取10家

从2052家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名录库中按4.9%比
例随机抽取100家

从22110家认证获证企业、检验检测机构中按0.45%比例随
机抽取100家

从6655家计量器具生产和使用单位名录库中按0.82%比例
随机抽取55家

从全省约19万家相关制造类和销售类企业中按1.89%比例随
机抽取3600家不少于4000批次的产品

从 183 家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单位名录库中按 10%比例
随机抽取18家

从6854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名录库中按0.4%比例随机抽取
30家

从人防工程设计企业名录库中随机抽取2家

从35家林木种子生产经营单位名录库中按20%比例随机抽
取7家

从1421家征占用林地单位名录库中按2.1%比例随机抽取30
家

从全省50家专利代理机构中按4% 比例随机抽取2家

从120家4A级以上的景区中按3%比例随机抽取3家

从3716家参加按比例就业审核的企业名录库中按0.2%比例
随机抽取8家

检查内容

对纳税人不缴或者少缴税款、逃避追缴欠税、骗
取出口退税的检查

对爆炸和火灾危险场所的防雷装置安装、日常
维护和检测情况的检查

对会计档案整理立卷、归档移交、鉴定销毁的检
查

对印刷业经营企业管理制度、印刷品内容和经
营资质的检查

对信用评估机构依法评估，并在评估过程中为
评估对象保守商业秘密的检查

对实验动物生产、使用和防疫情况的检查

对无线电台站主要技术参数达标的检查

对清真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检查

对经营性公墓建设、运营、管理的检查

对矿业权人公示信息真实性的检查

对测绘资质、测绘成果质量的检查

对地图编制、审核、出版情况的检查

对建筑市场主体行为进行检查，具体包括对工
程项目施工、监理活动和招标代理机构从事招
标投标活动，以及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从事工程
造价活动的检查

对公路建设项目从业单位的从业情况和交通监
理企业执业情况的检查

对旅游客运包车运营标准和动态监控的检查

对水路运输企业从业行为检查和对港口理货经
营企业资格核查、从业行为的检查

对检测单位及其质量检测活动的检查对节约用
水和取用水情况的检查

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的检查

对农作物种子质量、生产和经营行为的检查

对饲料生产、经营行为的检查

对生鲜乳收购、运输的检查

对种畜禽生产、经营行为的检查

对兽药生产、经营行为的检查

对生产、用药、销售记录；孔雀石绿、氯霉素、硝
基呋喃类药物使用情况的检查

对市场主体公示信息的检查

涉企收费检查

对获证企业保持许可条件的检查

对持续保持获证条件从事认证、检验检测活动
的检查

对企业制造、使用计量器具，从事计量检定活动
的检查

对产品质量的检查

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活动进行检查

对企业上报统计数据真实性、完整性情况进行
检查

对人防工程设计企业的从业能力、质量标准和
经营活动的检查

对林木种子质量、包装进行检查

对破坏山体和依附山体植被行为的检查

对专利代理机构从事专利代理活动的检查

对公共场所无障碍设施的检查

对企业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进行检查

检查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1992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通过）第五十四条 第五十七条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87号）第二十三条
《防雷减灾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20号）第十九条 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

《会计档案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家档案局令第79号）第十条 第十二条 第十
六条

《印刷业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15号）第三条 第五条 第八条 第十七条

《辽宁省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发布使用办法》（辽宁省政府令第220号）第二十六条 第二十七条

《辽宁省实验动物管理办法》（辽宁省政府令第143号）第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
会令第128号）第五十六条

《辽宁省清真食品生产经营管理条例》（2012年9月27日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32次会议通过）第四条 第十一条 第十三条 第十五条

《辽宁省公墓管理办法》（辽宁省政府令第296号）第十条 第十一条 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 第十九
条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4号）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
《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40号）第九条 第十九条 第二十
五条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41号）第十四条 第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7号）第二十七条 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九
条

《地图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64号）第八条 第十五条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
条 第二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91号）第二十六条 第二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13号）第十三条 第三十
二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79号)第七条 第二十五条 第三十四条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58号）第二十条

《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令第14号）第十六条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
条 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八条 第三十四条 第三十六条 第三十七条 第三十八条 第三十九条

《公路工程造价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第67号）第二十四条
《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8第7号）第七条 第
十九条 第二十一条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令第10号）第五十六条 第五十七条
《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第35号）第二十二条 第二
十四条 第二十五条 第二十六条 第二十七条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第79号）第二十条 第三十九条
《港口经营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令第4号）第八条 第十六条 第二十一条 第二
十七条 第二十八条 第三十条 第三十二条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令第36号）第二十一条
《辽宁省节约用水条例》（2018年11月28日辽宁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第
十一条 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9号）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二条 第四
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00年7月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
过）第七条 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八条 第三十六条 第三十八条 第四十条 第四十一条 第四十九条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66号）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 第十九
条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

《生鲜乳生产收购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第15号）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 第二
十三条 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五条 第二十七条 第二十八条 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条 第三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
议通过）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五条 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条 第四十一条

《兽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04号）第十四条 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 第十九条
第二十条 第二十六条 第二十七条 第二十八条 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条

《辽宁省渔业管理条例》（2015年11月27日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通过）第八条 第十五条 第十七条 第十九条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54号）第九条 第十条

《辽宁省价格监督检查条例》（1995年11月25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
次会议通过）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80号）第四十六条 第四十八条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163号）第二十五条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193号）第十四条 第十六条

《计量器具新产品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74号）第十八条
《加油站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35号）第五条
《眼镜制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54号）第四条 第五条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1993年2月2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
会议通过）第十二条 第二十六条 第二十七条

《全民健身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60号）第三十四条
《辽宁省全民健身条例》（2012年11月29日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3次会
议通过）第三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1983年12月8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
过）第四条 第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1996年10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通过）第十七条 第二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00年7月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
通过）第四十条 第四十九条

《辽宁省青山保护条例》（2012年7月27日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
议通过）第二十条

《专利代理管理办法》（国家知识产权局令第70号）第四十条 第四十二条

《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22号）第十条
《辽宁省无障碍环境建设管理规定》（2017年11月16日辽宁省人民政府第十二届147次常务会
议审议通过）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 第二十二条

《残疾人就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88号）第八条
《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2011年11月24日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第十七条

检查时间

第二季度检查6家、第三季度检查6家

第二季度检查20处、第三季度检查17处、第四季度检查5处

第三季度检查8家

第二季度检查4家、第三季度检查4家

第二季度检查4家、第四季度检查3家

第二季度检查3家

第二季度检查3家、第三季度检查2家

9月检查4家、10月检查4家

6月检查3家、7月检查3家

第二季度检查130个、第三季度检查149个

第三季度检查20家、第四季度检查10家

第三季度检查5家

6月检查15家施工企业、15家监理企业、15家建设单位、10家
招标代理机构、10家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7月检查15家施工企业、15家监理企业、15家建设单位、10家
招标代理机构、10家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8月检查15家施工企业、15家监理企业、15家建设单位、10家
招标代理机构、10家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9月检查15家施工企业、15家监理企业、15家建设单位、10家
招标代理机构、10家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第三季度检查5家公路建设项目从业单位和4家交通监理企
业

第二季度检查6家、第三季度检查7家、第四季度检查7家

第三季度检查6家水路运输企业和4家港口理货企业

4月检查2家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5月检查2家水利工程
质量检测单位
第三季度检查9家供用水单位

第二季度检查 17 家、第三季度检查 18 家、第四季度检查 17
家

第二季度检查38家

第二季度检查20家饲料生产单位、20家饲料经营单位、第三
季度检查20家饲料生产单位、20家饲料经营单位、第四季度
检查10家饲料生产单位、10家饲料经营单位

第二季度检查5家生鲜乳收购站、5辆生鲜乳运输车、第三季
度检查10家生鲜乳收购站、10辆生鲜乳运输车、第四季度检
查5家生鲜乳收购站、5辆生鲜乳运输车

第二季度检查4家、第三季度检查4家、第四季度检查5家

第二季度检查3家兽药生产企业、4 家兽药经营单位、第三季
度检查3家兽药生产企业、4家兽药经营单位、第四季度检查2
家兽药生产企业、4家兽药经营单位

5月检查2家、6月检查3家、9月检查3家

第二季度检查20家、第三季度检查15家、第四季度检查15家

第三季度检查5家、第四季度检查5家

第二季度检查70家、第三季度检查30家

第二季度检查35家、第三季度检查40家、第四季度检查25家

第二季度检查20家、第三季度检查30家、第四季度检查5家

第二季度检查1000批次、第三季度检查1000批次、第四季度
检查2000批次

7月检查5家、8月检查5家、11月检查4家、12月检查4家

第二季度检查15家、第三季度检查15家

9月检查1家、10月检查1家

第二季度检查5家、第三季度检查2家

第三季度检查20家、第四季度检查10家

6月检查1家、10月检查1家

5月检查1家、7月检查1家、9月检查1家

9月检查4家、10月检查4家

检查方式

现 场 调 阅 审
查

现 场 调 阅 审
查

现场查验

现 场 调 阅 审
查

现场查验

年检

现场查验

现场检查

现场查验

现 场 调 阅 审
查

现 场 调 阅 审
查

现 场 调 阅 审
查

现场调阅审查

现场查验、年
检

现 场 调 阅 审
查、查验

现场查验、年
检

现 场 调 阅 审
查

现 场 调 阅 审
查

现场查验

现场查验

现场查验

现场查验

现场查验

现场调阅审查

现场调阅审查

现场调阅检查

现场调阅检查

现场调阅检查

现 场 调 阅 检
查、查验

检验

现场查验

现场调阅审查

现场查验

现场查验

现场勘验

现场检查

现场查验

现场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