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县商务局其他权力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洗染业经营者备案

事项类型 其他权力类

事项编码

设定依据
《洗染业管理办法》第五、六条 经营者应当具有固定的营业场所，配备与经营规模相适应

并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专用洗染、保管、污染防治等设施设备。

实施机构 赵县商务局

法定办结时限 10 日

承诺办结时限 10 日

结果名称

结果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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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复印件 1 1 无

法人代表身份证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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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彦 2个工作日

第二环节 审核 耿宁 3个工作日

第三环节 备案 周强 3个工作日

第四环节 公告 李彦 1个工作日

尾环节
如需出具证明文

件，打印公告盖章。
李彦 1个工作日

审查标准 资料齐全

通办范围

预约办理 否

网上支付 /

物流快递

办理地点 赵县柏林街 22 号

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 9 点至 12 点，下午 2 点至 5 点

咨询电话

监督电话

责任事项依据

《洗染业管理办法》（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环保总局令 2007 年第 5 号，2007 年 5 月 11

日发布），第五条 新建或改、扩建洗染店、水洗厂应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经环保部

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从事洗染经营活动的经营者，应当依法进行工商登记，领取

营业执照。经营者应当在取得营业执照后 60 日内，向登记注册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同级

商务主管部门办理备案。第六条 经营者应当具有固定的营业场所，配备与经营规模相适应

并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专用洗染、保管、污染防治等设施设备。



追责情形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一百零八条公务员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法规定，

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给予

处分或者由监察机关依法给予政务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条 工作中不负责任或者疏于管理，贯彻执行、

检查督促落实上级决策部署不力，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对

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给予撤销党内职

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3.河北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



赵县商务局其他权力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备案

事项类型 其他权力类

事项编码

设定依据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商务部令 2012 年第 9 号）第七条 发卡企业应在

开展单用途卡业务之日起 30 日内按照下列规定办理备案：（三）其他发卡企业向其工商登

记注册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备案。

实施机构 赵县商务局

法定办结时限 5日

承诺办结时限 5日

结果名称

结果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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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复印件 1 1 无

法人代表身份证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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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彦 1个工作日

第二环节 审核 耿宁 1个工作日

第三环节 备案 周强 1个工作日

第四环节 公告 李彦 1个工作日

尾环节
如需出具证明文

件，打印公告盖章。
李彦 1个工作日

审查标准 资料齐全

通办范围

预约办理 否

网上支付 /

物流快递

办理地点 赵县柏林街 22 号

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 9 点至 12 点，下午 2 点至 5 点

咨询电话

监督电话

责任事项依据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商务部令 2012 年第 9 号）第七条 发卡企业应在

开展单用途卡业务之日起 30 日内按照下列规定办理备案：（二）其他发卡企业向其工商登

记注册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备案。

追责情形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条 工作中不负责任或者疏于管理，贯彻执行、检

查督促落实上级决策部署不力，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对直

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赵县商务局其他权力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零售商促销活动内容备案

事项类型 其他权力类

事项编码

设定依据

《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2006 年第 18 号，2006 年 9 月 12 日发布）第二十

二条 单店营业面积在 3000 平方米以上的零售商，以新店开业、节庆、店庆等名义开展促销

活动，应当在促销活动结束后十五日内，将其明示的促销内容，向经营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以

上（含县级）商务主管部门备案。”

实施机构 赵县商务局

法定办结时限 10 日

承诺办结时限 10 日

结果名称

结果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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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复印件 1 1 无

法人代表身份证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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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彦 2个工作日

第二环节 审核 耿宁 3个工作日

第三环节 备案 周强 3个工作日

第四环节 公告 李彦 1个工作日

尾环节
如需出具证明文

件，打印公告盖章。
李彦 1个工作日

审查标准 资料齐全

通办范围

预约办理 否

网上支付 /

物流快递

办理地点 赵县柏林街 22 号

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 9 点至 12 点，下午 2 点至 5 点

咨询电话

监督电话

责任事项依据

1.《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2006 年第 18 号，2006 年 9 月 12 日发布）第二

十二条 单店营业面积在 3000 平方米以上的零售商，以新店开业、节庆、店庆等名义开展促

销活动，应当在促销活动结束后十五日内，将其明示的促销内容，向经营场所所在地的县级

以上（含县级）商务主管部门备案。”

追责情形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条 工作中不负责任或者疏于管理，贯彻执行、

检查督促落实上级决策部署不力，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对

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给予撤销党内职

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