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家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行政处罚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违反规定增加企业负担行为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事项编码

设定依据 《石家庄市企业负担监督管理办法》（政府令第 176 号）第三十二条

承办机构 石家庄市工信局

实施对象 社会团体、中介机构

法定办结时限

承诺办结时限

结果名称 行政处罚决定

结果样式 行政处罚决定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本投诉状、举报信及证据材料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运行科

第二环节 调查 运行科

第三环节 审查 法规科

第四环节 结案 运行科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无

通办范围 全市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可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工信局

办理时间 正常工作时间

咨询电话 0311-86688784

监督电话 0311-87834782



石家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行政处罚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生产使用监控化学品，未妥善保存、移送相关记录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事项编码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工信部令第 48 号）第五十条

承办机构 石家庄市工信局

实施对象 生产使用监控化学品的

法定办结时限

承诺办结时限

结果名称 行政处罚决定

结果样式 行政处罚决定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本投诉状、举报信及证据材料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安全科

第二环节 调查 安全科

第三环节 审查 法规科

第四环节 结案 安全科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无

通办范围 全市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可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工信局

办理时间 正常工作时间

咨询电话 0311-87852900

监督电话 0311-87834782



石家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行政处罚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非食盐定点生产批发企业生产批发食盐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事项编码

设定依据 《食盐专营办法》（国务院令第 696 号）第二十六条

承办机构 石家庄市工信局

实施对象 盐业管理对象

法定办结时限

承诺办结时限

结果名称 行政处罚决定

结果样式 行政处罚决定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本投诉状、举报信及证据材料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盐业科

第二环节 调查 盐业科

第三环节 审查 法规科

第四环节 结案 盐业科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无

通办范围 全市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可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工信局

办理时间 正常工作时间

咨询电话 0311-87851920

监督电话 0311-87834782



石家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行政处罚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食盐定点生产企业、非食用盐生产企业未按照本办法规定保存生产销售记录；食盐定点

批发企业未按照本办法规定保存采购销售记录；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超出国家规定的范围销

售食盐；将非食用盐产品作为食盐销售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事项编码

设定依据 《食盐专营办法》（国务院令第 696 号）第二十七条

承办机构 石家庄市工信局

实施对象 盐业管理对象

法定办结时限

承诺办结时限

结果名称 行政处罚决定

结果样式 行政处罚决定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本投诉状、举报信及证据材料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盐业科

第二环节 调查 盐业科

第三环节 审查 法规科

第四环节 结案 盐业科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无

通办范围 全市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可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工信局

办理时间 正常工作时间

咨询电话 0311-87851920

监督电话 0311-87834782



石家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行政处罚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从除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其他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

购进食盐；食盐零售单位从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购进食盐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事项编码

设定依据 《食盐专营办法》（国务院令第 696 号）第二十八条

承办机构 石家庄市工信局

实施对象 盐业管理对象

法定办结时限

承诺办结时限

结果名称 行政处罚决定

结果样式 行政处罚决定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本投诉状、举报信及证据材料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盐业科

第二环节 调查 盐业科

第三环节 审查 法规科

第四环节 结案 盐业科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无

通办范围 全市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可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工信局

办理时间 正常工作时间

咨询电话 0311-87851920

监督电话 0311-87834782



石家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行政处罚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擅自开办碘盐加工企业或者未经批准从事碘盐批发业务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事项编码

设定依据 《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76 号）第二十四条

承办机构 石家庄市工信局

实施对象 盐业管理对象

法定办结时限

承诺办结时限

结果名称 行政处罚决定

结果样式 行政处罚决定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本投诉状、举报信及证据材料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盐业科

第二环节 调查 盐业科

第三环节 审查 法规科

第四环节 结案 盐业科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无

通办范围 全市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可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工信局

办理时间 正常工作时间

咨询电话 0311-87851920

监督电话 0311-87834782



石家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行政处罚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加工、批发不合格碘盐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事项编码

设定依据 《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76 号）第二十五条

承办机构 石家庄市工信局

实施对象 盐业管理对象

法定办结时限

承诺办结时限

结果名称 行政处罚决定

结果样式 行政处罚决定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本投诉状、举报信及证据材料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盐业科

第二环节 调查 盐业科

第三环节 审查 法规科

第四环节 结案 盐业科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无

通办范围 全市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可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工信局

办理时间 正常工作时间

咨询电话 0311-87851920

监督电话 0311-87834782



石家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行政处罚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在缺碘地区的食用盐市场销售不合格碘盐或者擅自销售非碘盐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事项编码

设定依据 《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76 号）第二十六条

承办机构 石家庄市工信局

实施对象 盐业管理对象

法定办结时限

承诺办结时限

结果名称 行政处罚决定

结果样式 行政处罚决定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本投诉状、举报信及证据材料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盐业科

第二环节 调查 盐业科

第三环节 审查 法规科

第四环节 结案 盐业科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无

通办范围 全市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可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工信局

办理时间 正常工作时间

咨询电话 0311-87851920

监督电话 0311-87834782



石家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行政强制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查封、扣押涉嫌违法的食盐、原材料、工具、设备、场所

事项类型 行政强制

事项编码

设定依据 《食盐专营办法》（国务院令第 696 号）第二十三条

承办机构 石家庄市工信局

实施对象 盐业管理对象

法定办结时限

承诺办结时限

结果名称 行政处罚决定

结果样式 行政处罚决定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本投诉状、举报信及证据材料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盐业科

第二环节 调查 盐业科

第三环节 审查 法规科

第四环节 结案 盐业科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无

通办范围 全市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可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工信局

办理时间 正常工作时间

咨询电话 0311-87851920

监督电话 0311-87834782



石家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行政检查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生产、经营或者使用监控化学品的进行监督检查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事项编码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工信部令第 48 号）第三条、第四十

四条

承办机构 石家庄市工信局

实施对象 生产、经营或者使用监控化学品的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无

结果名称 无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本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制定方案 安全科

第二环节 公告或通知 安全科

第三环节 实施 安全科

第四环节 处理决定 安全科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无

通办范围 全市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无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工信局

办理时间 正常工作时间

咨询电话 0311-87852900

监督电话 0311-87834782



石家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行政检查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的日常监督检查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事项编码

设定依据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实施办法》（工信部令第 30 号）第十九条、《民用爆炸物品销

售许可实施办法》（工信部令第 29 号）第四条、《河北省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实施办法》

（省政府令〔2008〕 第 4 号）第四条

承办机构 石家庄市工信局

实施对象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无

结果名称 无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本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制定方案 安全科

第二环节 公告或通知 安全科

第三环节 检查实施 安全科

第四环节 处理决定 安全科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无

通办范围 全市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可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工信局

办理时间 正常工作时间

咨询电话 0311-87852900

监督电话 0311-87834782



石家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行政检查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盐业管理对象的监督检查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事项编码

设定依据 《食盐专营办法》（国务院令第 696 号）第四条、第五条、第二十三条

承办机构 石家庄市工信局

实施对象 盐业管理对象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无

结果名称 无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本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制定方案 盐业科

第二环节 公告或通知 盐业科

第三环节 检查实施 盐业科

第四环节 处理决定 盐业科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无

通办范围 全市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可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工信局

办理时间 正常工作时间

咨询电话 0311-87851920

监督电话 0311-878347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