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10
行政

许可

出租汽车经营资

格证、车辆运营

证和驾驶员客运

资格证核发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1.《巡游出租汽车经

营服务管理规定》；

依据文号：交通运输

部令2016年第64号；

条款号：第八条、第

十一条、第十五条

2.《出租汽车驾驶员

从业资格管理规定》；

依据文号：交通运输

部令2016年第63号；

条款号：第九条、第

十四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审核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织有关人员进

行现场勘验；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不符合要求

的，应当通知申请人并说明原因。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颁发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

营运证和驾驶员客运资格证。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从业资

格证》的单位或个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

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对不符合交通运

输部令2016年第63.64号部令相关条款要求的出租汽车经营

者或驾驶员由发证机关注销或撤销其从业资格。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的条件、程序和期限实施行政许可的；

2.未按规定的条件、程序和期限组织从业资格考试及核发

从业资格证的；

3.不符合法定条件受理、办理的；

4.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权力并造成不良后果的；

5.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出现失职、渎职情形的；

6.参与或者变相参与巡游出租汽车经营的；

7.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的；

8.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9.其他违法行为。

0911
行政

许可

道路普通货物运

输许可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

场管理规定》；依据

文号：中华人民共和

国交通运输部令2022

年第 30 号；条款号：

第八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和现场进行审查，组织现场检

查验收，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

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按规定向省厅备

案，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

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许可申请不予受

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

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

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

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12
行政

许可

船员适任证书核

发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

船员条例》（2020 年

3 约 27 日修正版）；

依据文号：国务院第

726 号；条款号：第

五条、第六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船船员适任考试和

发证规则》；依据文

号：交通运输部令

2020 年第 11号；条

款号：第十一、十二、

十三、十四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2.审查责任：审核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织考试；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求

的，应当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船员适任证书》，并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船员适任证书》的个人进行日常

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

证书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船员适任证书核发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

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

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船员适任证书核发、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

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913
行政

许可

船舶国籍证书核

发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

船舶登记条例》；2014

年 7 月 9日国务院第

54 次常务会议通过；

条款号：第十六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

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

例》；2017 年国务院

令 676 号；条款号：

第六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事行政许可条件规

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73号；条

款号：第十七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2.审查责任：审核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织工作人员进

行核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求

的，应当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船舶国籍证书》，并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船舶国籍证书》的单位进行日常

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

证书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船舶国籍证书核发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

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

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船舶国籍证书核发、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

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14
行政

许可

新增客船、危险

品船投入运营审

批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

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

行政许可的决定》；

依据文号：2004 年 7

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412

号；条款号：第一百

三十五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2.审查责任：审核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织进行现场勘

验；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求

的，应当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通知申请人并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许可的单位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

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新增客船、危险品船投入运营审批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

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

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新增客船、危险品船投入运营审批、实施监督检查，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915
行政

许可

船舶安全检验证

书核发(除渔船

外)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

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

条例》；依据文号：

2019 年 3月 2日国务

院令第 709 号；条款

号：第七条、第二十

二条、第二十三条

2.《船舶检验工作管

理暂行办法》；依据

文号：交通部〔2000〕

586号 2000年 11月 9

日实施；条款号：第

六条、第七条

3.《国内航行船舶变

更船舶检验机构管理

规定》；依据文号：

海事局海船检〔2014〕

859 号，2013 年 12 月

18 日实施；条款号：

第三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2.审查责任：审核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织有关人员进

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求

的，应当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船舶安全检验证书》，并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船舶安全检验证书》的单位进行

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认定证书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船舶安全检验证书核发（除渔船外）

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

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

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船舶安全检验证书核发（除渔船外）、实施监督检

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16
行政

许可

渔业船舶及船用

产品检验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

渔业法》；依据文号：

1986 年 1 月 20日主

席令第三十四号，

2013 年 12月 28 日予

以修改；条款号：第

二十六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

渔业船舶检验条例》；

依据文号：2003 年 6

月 27 日国务院令第

383 号；条款号：第

三条、第四条、第九

条;《渔业船舶检验管

理规定》交通运输部

令 2019 年第 28 号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2.审查责任：审核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织有关人员进

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求

的，应当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应当当场出具书面回执，并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的渔业船舶及船用产品检验证书的

单位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

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渔业船舶及船用产品检验申请不予

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

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

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渔业船舶及船用产品检验、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917
行政

许可

城市公共交通线

路运营权特许经

营许可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1.《河北省道路运输

条例》；依据文号：

2017 年 7 月 28日河

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条款号：第十七条

2.《城市公共汽车和

电车客运管理规定》；

依据文号：交通运输

部令 2017 年第 5 号；

条款号：第十四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2.审查责任：审核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织有关人员进

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不符合要求

的，应当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应当当场出具书面回执，并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许可的单位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

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运营审批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

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

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城市公共交通线路运营权特许经营许可审批、实施

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18
行政

处罚

对擅自在公路上

设卡、收费的处

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依据文号：

2017 年 11月 4 日第

五次修正；条款号：

第七十四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919
行政

处罚

对从事危及公路

安全的作业的、

铁轮车、履带车

和其他可能损害

路面的机具擅自

在公路上行驶

的、损坏、挪动

建筑控制区的标

桩、界桩，可能

危及公路安全的

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依据文号：

2017 年 11月 4 日第

五次修正；条款号：

第七十六条第三项、

第四项、第六项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20
行政

处罚

对造成公路路面

损坏、污染或者

影响公路畅通

的、将公路作为

试车场地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依据文号：

2017 年 11月 4 日第

五次修正；条款号：

第七十七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921
行政

处罚

对造成公路损

坏，未报告的处

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依据文号：

2017 年 11月 4 日第

五次修正；条款号：

第七十八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22
行政

处罚

对未经批准在公

路用地范围内设

置公路标志以外

的其他标志的处

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依据文号：

2017 年 11月 4 日第

五次修正；条款号：

第七十九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923
行政

处罚

对（一）在公路

建筑控制区内修

建、扩建建筑物、

地面构筑物或者

未经许可埋设管

道、电缆等设施

的；（二）在公

路建筑控制区外

修建的建筑物、

地面构筑物以及

其他设施遮挡公

路标志或者妨碍

安全视距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依据文号：国

务院令第 593 号,自

2011 年 7月 1日起施

行；条款号：第五十

六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24
行政

处罚

对利用公路桥梁

进行牵拉、吊装

等危及公路桥梁

安全的施工作

业、利用公路桥

梁（含桥下空

间）、公路隧道、

涵洞堆放物品，

搭建设施以及铺

设高压电线和输

送易燃、易爆或

者其他有毒有害

气体、液体的处

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依据文号：国

务院令第 593 号,自

2011 年 7月 1日起施

行；条款号：第二十

二条、第五十九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925
行政

处罚

对公路养护作业

单位未按照国务

院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规定的技术

规范和操作规程

进行公路养护作

业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依据文号：国

务院令第 593 号,自

2011 年 7月 1日起施

行；条款号：第七十

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26
行政

处罚

对（一）损坏、

擅自移动、涂改、

遮挡公路附属设

施或者利用公路

附属设施架设管

道、悬挂物品，

可能危及公路安

全的；（二）涉

路工程设施影响

公路完好、安全

和畅通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依据文号：国

务院令第 593 号,自

2011 年 7月 1日起施

行；条款号：第六十

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27
行政

处罚

对从事砂石料、

铁粉、煤炭、钢

材、水泥、危险

化学品等生产经

营的企业和港口

经营企业、火车

站、道路货物运

输站场，以及其

他从事道路货物

运输装载、配载

的经营者未（一）

明确本单位有关

从业人员治超工

作职责，建立并

落实责任追究制

度；（二）对货

物装载、开票、

计重等从业人员

进行培训；（三）

按道路运输管理

机构的规定，登

记货运车辆、驾

驶员和货物的信

息，并及时报送

登记结果；（四）

配备装载、配载

计重设施、设备；

（五）接受治超

执法人员的监督

检查，并如实提

供有关情况和资

料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河北省治理货运车

辆超限超载规定》；

依据文号：河北省政

府令〔2010〕第 4号，

自2010年8月1日起

施行；条款号：第十

八条、第二十九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28
行政

处罚

对未经批准更新

采伐护路林的处

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依据文号：国

务院令第 593 号,自

2011 年 7月 1日起施

行；条款号：第六十

一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29
行政

处罚

对货运源头单位
有下列行为：
（一）未按规定
装载、配载货物，
放行超限超载车
辆；（二）为没
有号牌或者行驶
证、道路运输证
的货运车辆装
载、配载货物；
（三）为擅自改
变已登记的结
构、构造或者特
征的货运车辆装
载、配载货物；
（四）为未出示
驾驶证、从业资
格证人员驾驶的
货运车辆装载、
配载货物；（五）
为超限超载货运
车辆提供虚假证
明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河北省治理货运车

辆超限超载规定》；

依据文号：河北省政

府令〔2010〕第 4号，

自2010年8月1日起

施行；条款号：第十

九条、第三十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30
行政

处罚

对建设单位未经

许可：（一）因

修建铁路、机场、

供电、水利、通

信等建设工程需

要占用、挖掘公

路、公路用地或

者使公路改线；

（二）跨越、穿

越公路修建桥

梁、渡槽或者架

设、埋设管道、

电缆等设施；

（三）在公路用

地范围内架设、

埋设管道、电缆

等设施；（四）

利用公路桥梁、

公路隧道、涵洞

铺设电缆等设

施；（五）利用

跨越公路的设施

悬挂非公路标

志；（六）在公

路上增设或者改

造平面交叉道

口；（七）在公

路建筑控制区内

埋设管道、电缆

等设施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依据文号：国

务院令第 593 号,自

2011 年 7月 1日起施

行；条款号：第六十

二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31
行政

处罚

对货运经营者聘

用无从业资格证

的货运车辆驾驶

员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河北省治理货运车

辆超限超载规定》；

依据文号：河北省政

府令〔2010〕第 4号，

自2010年8月1日起

施行；条款号：第二

十三条第二款、第三

十二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932
行政

处罚

对车货总体的外

廓尺寸、轴荷或

者总质量超过公

路、公路桥梁、

公路隧道、汽车

渡船核定标准的

车辆在公路上行

驶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依据文号：国

务院令第 593 号,自

2011 年 7月 1日起施

行；条款号：第六十

四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33
行政

处罚

对有下列行为：

（一）未取得道

路客运经营许

可，擅自从事道

路客运经营的；

（二）未取得道

路客运班线经营

许可，擅自从事

班车客运经营

的；（三）使用

失效、伪造、变

造、被注销等无

效的道路客运许

可证件从事道路

客运经营的；

（四）超越许可

事项，从事道路

客运经营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

运站管理规定》；依

据文号：中华人民共

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22 年第 33号；条

款号：第九十三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934
行政

处罚

对租借、转让超

限运输车辆通行

证、使用伪造、

变造的超限运输

车辆通行证的处

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依据文号：国

务院令第 593 号,自

2011 年 7月 1日起施

行；条款号：第六十

五条第三款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35
行政

处罚

对有下列行为：

（一）未取得客

运站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客运站

经营的；（二）

使用失效、伪造、

变造、被注销等

无效的客运站许

可证件从事客运

站经营的；（三）

超越许可事项，

从事客运站经营

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

运站管理规定》；依

据文号：中华人民共

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22 年第 33号；条

款号：第九十四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936
行政

处罚

对 1年内违法超

限运输超过 3次

的货运车辆；对 1

年内违法超限运

输超过 3次的货

运车辆驾驶人；

道路运输企业 1

年内违法超限运

输的货运车辆超

过本单位货运车

辆总数 10%的处

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1.《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依据文号：国

务院令第 593 号,自

2011 年 7月 1日起施

行；条款号：第六十

六条

2.《河北省道路运输

条例》；依据文号：

河北省第十二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第 116 号；条款

号：第六十六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37
行政

处罚

对客运经营者、

客运站经营者非

法转让、出租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件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

运站管理规定》；依

据文号：中华人民共

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22 年第 33号；条

款号：第九十五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938
行政

处罚

对（一）采取故

意堵塞固定超限

检测站点通行车

道、强行通过固

定超限检测站点

等方式扰乱超限

检测秩序的；

（二）采取短途

驳载等方式逃避

超限检测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依据文号：国

务院令第 593 号,自

2011 年 7月 1日起施

行；条款号：第六十

七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39
行政

处罚

对客运经营者有

下列行为：（一）

未为旅客投保承

运人责任险的；

（二）未按照最

低投保限额投保

的；（三）投保

的承运人责任险

已过期，未继续

投保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

运站管理规定》；依

据文号：中华人民共

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22 年第 33号；条

款号：第九十六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940
行政

处罚

对指使、强令车

辆驾驶人超限运

输货物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依据文号：国

务院令第 593 号,自

2011 年 7月 1日起施

行；条款号：第六十

八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41
行政

处罚

对客运经营者使

用未持合法有效

《道路运输证》

的车辆参加客运

经营的，或者聘

用不具备从业资

格的驾驶员参加

客运经营的处

罚；对客运经营

者不按照规定随

车携带《道路运

输证》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

运站管理规定》；依

据文号：中华人民共

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22 年第 33号；条

款号：第九十七条第

一款、第二款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942
行政

处罚

对车辆装载物触

地拖行、掉落、

遗洒或者飘散，

造成公路路面损

坏、污染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依据文号：国

务院令第 593 号,自

2011 年 7月 1日起施

行；条款号：第六十

九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43
行政

处罚

对客运经营者或

者其委托的售票

单位、客运站经

营者不按规定使

用道路运输业专

用票证或者转

让、倒卖、伪造

道路运输业专用

票证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

运站管理规定》；依

据文号：中华人民共

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22 年第 33号；条

款号：第九十八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944
行政

处罚

对一类、二类客

运班线的经营者

或者其委托的售

票单位、客运站

经营者未按照规

定对旅客身份进

行查验，或者对

身份不明、拒绝

提供身份信息的

旅客提供服务的

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

运站管理规定》；依

据文号：中华人民共

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22 年第 33 号；条

款号：第九十八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45
行政

处罚

对客运经营者有

下列情形：（一）

客运班车不按照

批准的配客站点

停靠或者不按照

规定的线路、日

发班次行驶的；

（二）加班车、

顶班车、接驳车

无正当理由不按

照规定的线路、

站点运行的；

（三）以欺骗、

暴力等手段招揽

旅客的；（四）

擅自将旅客移交

他人运输的；

（五）在旅客运

输途中擅自变更

运输车辆的；

（六）未报告原

许可机关，擅自

终止道路客运经

营的；（七）客

运包车未持有效

的包车客运标志

牌进行经营的，

不按照包车客运

标志牌载明的事

项运行的，线路

两端均不在车籍

所在地的，招揽

包车合同以外的

旅客乘车的；

（八）开展定制

客运未按照规定

备案的；（九）

未按规定发车前

对旅客进行安全

事项告知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

运站管理规定》；依

据文号：中华人民共

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22 年第 33号；条

款号：第九十九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46
行政

处罚

对客运经营者、

客运站经营者存

在重大运输安全

隐患等情形，导

致不具备安全生

产条件，经停产

停业整顿仍不具

备安全生产条件

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

运站管理规定》；依

据文号：中华人民共

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22 年第 33号；条

款号：第一百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947
行政

处罚

对客运经营者有

下列情形：（一）

允许无经营证件

的车辆进站从事

经营活动的；

（二）允许超载

车辆出站的；

（三）允许未经

安全检查或者安

全检查不合格的

车辆发车的；

（四）无正当理

由拒绝客运车辆

进站从事经营活

动的；（五）设

立的停靠点未按

照规定备案的处

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

运站管理规定》；依

据文号：中华人民共

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22 年第 33号；条

款号：第一百零一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48
行政

处罚

对客运经营者有

下列情形：（一）

擅自改变客运站

的用途和服务功

能的；（二）不

公布运输线路、

配客站点、班次、

发车时间、票价

的,经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

运站管理规定》；依

据文号：中华人民共

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22 年第 33号；条

款号：第一百零二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49
行政

处罚

对网络平台有下

列情形：（一）

发布的提供服务

班车客运经营者

与实际提供服务

班车客运经营者

不一致的；（二）

发布的提供服务

车辆与实际提供

服务车辆不一致

的；（三）发布

的提供服务驾驶

员与实际提供服

务驾驶员不一致

的；（四）超出

班车客运经营者

许可范围开展定

制客运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

运站管理规定》；依

据文号：中华人民共

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22 年第 33号；条

款号：第一百零三条

第一款、第二款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50
行政

处罚

对有下列行为：

（一）未按规定

取得道路货物运

输经营许可，擅

自从事道路货物

运输经营的；

（二）使用失效、

伪造、变造、被

注销等无效的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件从事道路货

物运输经营的；

（三）超越许可

的事项，从事道

路货物运输经营

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

场管理规定》；依据

文号：中华人民共和

国交通运输部令2022

年第 30 号；条款号：

第六十一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951
行政

处罚

对道路货物运输

经营者非法转

让、出租道路运

输经营许可证件

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

场管理规定》；依据

文号：中华人民共和

国交通运输部令2022

年第 30 号；条款号：

第六十二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52
行政

处罚

对取得道路货物

运输经营许可的

道路货物运输经

营者使用无道路

运输证的车辆参

加货物运输的处

罚；对道路货物

运输经营者不按

照规定携带《道

路运输证》的处

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

场管理规定》；依据

文号：中华人民共和

国交通运输部令2022

年第 30 号；条款号：

第六十三条第一款、

第三款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953
行政

处罚

对取得道路货物

运输经营许可的

道路货物运输经

营者已不具备开

业要求的有关安

全条件、存在重

大运输安全隐患

的，由县级以上

道路运输管理机

构限期责令改

正；在规定时间

内不能按要求改

正且情节严重的

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

场管理规定》；依据

文号：中华人民共和

国交通运输部令2019

年第 17 号；条款号：

第六十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54
行政

处罚

对道路货物运输

经营者有下列情

形：（一）强行

招揽货物的；

（二）没有采取

必要措施防止货

物脱落、扬撒的

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

场管理规定》；依据

文号：中华人民共和

国交通运输部令2022

年第 30 号；条款号：

第六十四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955
行政

处罚

对货运站经营者

允许无证经营的

车辆进站从事经

营活动以及超载

车辆、未经安全

检查的车辆出站

或者无正当理由

拒绝道路运输车

辆进站从事经营

活动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

场管理规定》；依据

文号：中华人民共和

国交通运输部令2022

年第 30 号；条款号：

第六十六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56
行政

处罚

对货运站经营者

擅自改变道路运

输站（场）的用

途和服务功能，

由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

场管理规定》；依据

文号：中华人民共和

国交通运输部令2022

年第 30 号；条款号：

第六十七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957
行政

处罚

对有下列情形：

（一）未取得道

路危险货物运输

许可，擅自从事

道路危险货物运

输的；（二）使

用失效、伪造、

变造、被注销等

无效道路危险货

物运输许可证件

从事道路危险货

物运输的；（三）

超越许可事项，

从事道路危险货

物运输的；（四）

非经营性道路危

险货物运输单位

从事道路危险货

物运输经营的处

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管理规定》；依据文

号：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42号；条

款号：第五十六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58
行政

处罚

对道路危险货物

运输企业或者单

位非法转让、出

租道路危险货物

运输许可证件的

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管理规定》；依据文

号：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42号；条

款号：第五十七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959
行政

处罚

对道路危险货物

运输企业或者单

位有下列行为：

（一）未投保危

险货物承运人责

任险的；（二）

投保的危险货物

承运人责任险已

过期，未继续投

保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管理规定》；依据文

号：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42号；条

款号：第五十八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60
行政

处罚

对道路危险货物

运输企业或者单

位不按照规定随

车携带《道路运

输证》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管理规定》；依据文

号：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42号；条

款号：第五十九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61
行政

处罚

对道路危险货物

运输企业或者单

位以及托运人有

下列情形：（一）

驾驶人员、装卸

管理人员、押运

人员未取得从业

资格上岗作业

的；（二）托运

人不向承运人说

明所托运的危险

化学品的种类、

数量、危险特性

以及发生危险情

况的应急处置措

施，或者未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对

所托运的危险化

学品妥善包装并

在外包装上设置

相应标志的；

（三）未根据危

险化学品的危险

特性采取相应的

安全防护措施，

或者未配备必要

的防护用品和应

急救援器材的；

（四）运输危险

化学品需要添加

抑制剂或者稳定

剂，托运人未添

加或者未将有关

情况告知承运人

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管理规定》；依据文

号：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42号；条

款号：第六十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62
行政

处罚

对道路危险货物

运输企业或者单

位未配备专职安

全管理人员的处

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管理规定》；依据文

号：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42号；条

款号：第六十一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963
行政

处罚

对道路危险化学

品运输托运人有

下列行为：（一）

委托未依法取得

危险货物道路运

输许可的企业承

运危险化学品

的；（二）在托

运的普通货物中

夹带危险化学

品，或者将危险

化学品谎报或者

匿报为普通货物

托运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管理规定》；依据文

号：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42号；条

款号：第六十二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64
行政

处罚

对道路危险货物

运输企业擅自改

装已取得《道路

运输证》的专用

车辆及罐式专用

车辆罐体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管理规定》；依据文

号：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42号；条

款号：第六十三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965
行政

处罚

对危险货物承运

人未对从业人员

进行安全教育和

培训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

安全管理办法》；依

据文号：中华人民共

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29号；条

款号：第七条、第五

十六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66
行政

处罚

对危险货物托运

人违反本办法第

十条，危险货物

的类别、项别、

品名、编号不符

合相关标准要求

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

安全管理办法》；依

据文号：中华人民共

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29号；条

款号：第十条、第五

十八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67
行政

处罚

对危险货物承运

人有下列情形：

（一）违反本办

法第二十三条，

未在罐式车辆罐

体的适装介质列

表范围内或者移

动式压力容器使

用登记证上限定

的介质承运危险

货物的；（二）

违反本办法第二

十四条，未按照

规定制作危险货

物运单或者保存

期限不符合要求

的；（三）违反

本办法第二十五

条，未按照要求

对运输车辆、罐

式车辆罐体、可

移动罐柜、罐箱

及设备进行检查

和记录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

安全管理办法》；依

据文号：中华人民共

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29号；条

款号：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四条、第二十

五条、第六十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68
行政

处罚

对危险货物道路

运输车辆驾驶人

具有下列情形：

（一）违反本办

法第二十四条、

第四十四条，未

按照规定随车携

带危险货物运

单、安全卡的；

（二）违反本办

法第四十七条，

罐式车辆罐体、

可移动罐柜、罐

箱的关闭装置在

运输过程中未处

于关闭状态的处

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

安全管理办法》；依

据文号：中华人民共

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29号；条

款号：第二十四条、

第四十四条、第四十

七条、第六十一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969
行政

处罚

对危险货物承运

人违反本办法第

四十条、第四十

一条、第四十二

条，使用未经检

验合格或者超出

检验有效期的罐

式车辆罐体、可

移动罐柜、罐箱

从事危险货物运

输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

安全管理办法》；依

据文号：中华人民共

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29号；条

款号：第四十条、第

四十一条、第四十二

条、第六十二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70
行政

处罚

对危险货物承运

人违反本办法第

四十五条，未按

照要求对运营中

的危险化学品、

民用爆炸物品、

核与放射性物品

的运输车辆通过

定位系统实行监

控的，应当给予

警告，并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

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

安全管理办法》；依

据文号：中华人民共

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29号；条

款号：第四十五条、

第六十三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971
行政

处罚

对危险化学品运

输企业违反本办

法第三十二条，

未建立健全并严

格执行充装或者

装载查验、记录

制度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

安全管理办法》；依

据文号：中华人民共

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29号；条

款号：第三十二条、

第六十四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72
行政

处罚

对从事机动车
驾驶员培训业
务，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
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
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管理规定》；依据文

号：交通运输部令

2022 年第 32号；条

款号：第四十八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973
行政

处罚

对机动车驾驶员

培训机构非法转

让、出租机动车

驾驶员培训许可

证件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管理规定》；依据文

号：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51号；条

款号：第四十八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74
行政

处罚

对机动车驾驶员

培训机构不严格

按照规定进行培

训或者在培训结

业证书发放时弄

虚作假，有下列

情形之一：（一）

未按照全国统一

的教学大纲进行

培训的；（二）

未向培训结业的

人员颁发《结业

证书》的；（三）

向培训未结业的

人员颁发《结业

证书》的；（四）

向未参加培训的

人员颁发《结业

证书》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管理规定》；依据文

号：交通运输部令

2022 年第 32号；条

款号：第四十八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75
行政

处罚

对从事机动车维

修经营业务，未

按规定进行备案

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机动车维修管理规

定》；依据文号：中

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

输部令 2021 年第 18

号；条款号：第四十

九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976
行政

处罚

对从事机动车维

修经营业务不符

合国务院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制定

的机动车维修经

营业务标准，情

节严重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机动车维修管理规

定》；依据文号：中

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

输部令 2021 年第 18

号；条款号：第五十

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77
行政

处罚

对机动车维修经

营者使用假冒伪

劣配件维修机动

车，承修已报废

的机动车或者擅

自改装机动车的

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机动车维修管理规

定》；依据文号：中

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

输部令 2021 年第 18

号；条款号：第五十

一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978
行政

处罚

对机动车维修经

营者签发虚假机

动车维修竣工出

厂合格证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机动车维修管理规

定》；依据文号：中

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

输部令 2021 年第 18

号；条款号：第五十

二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79
行政

处罚

对道路运输经营

者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一）道

路运输车辆技术

状况未达到《道

路运输车辆综合

性能要求和检验

方法》（GB38900）

的；（二）使用

报废、擅自改装、

拼装、检测不合

格以及其他不符

合国家规定的车

辆从事道路运输

经营活动的；

（三）未按照规

定的周期和频次

进行车辆综合性

能检测和技术等

级评定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道路运输车辆技术

管理规定》；依据文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交通运输部令 2022

年第 29 号；条款号：

第三十一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80
行政

处罚

对（一）未取得

巡游出租汽车经

营许可，擅自从

事巡游出租汽车

经营活动的（二）

起讫点均不在许

可的经营区域从

事巡游出租汽车

经营活动的；

（三）使用未取

得道路运输证的

车辆，擅自从事

巡游出租汽车经

营活动的；（四）

使用失效、伪造、

变造、被注销等

无效道路运输证

的车辆从事巡游

出租汽车经营活

动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

服务管理规定》；依

据文号：交通运输部

令 2021 年第 16 号；

条款号：第四十五条、

第四十六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981
行政

处罚

对（一）擅自暂

停、终止全部或

者部分巡游出租

汽车经营的；

（二）出租或者

擅自转让巡游出

租汽车车辆经营

权的；（三）巡

游出租汽车驾驶

员转包经营未及

时纠正的；（四）

不按照规定保证

车辆技术状况良

好的；（五）不

按照规定配置巡

游出租汽车相关

设备的；（六）

不按照规定建立

并落实投诉举报

制度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

服务管理规定》；依

据文号：交通运输部

令 2021 年第 16 号；

条款号：第四十七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82
行政

处罚

对巡游出租汽车

驾驶员：（一）

拒载、议价、途

中甩客或者故意

绕道行驶的；

（二）未经乘客

同意搭载其他乘

客的；（三）不

按照规定使用计

程计价设备、违

规收费的；（四）

不按照规定出具

相应车费票据

的；（五）不按

照规定携带道路

运输证、从业资

格证的；（六）

不按照规定使用

巡游出租汽车相

关设备的；（七）

接受巡游出租汽

车电召任务后未

履行约定的；

（八）不按照规

定使用文明用

语，车容车貌不

符合要求的；

（九）转让、倒

卖、伪造巡游出

租汽车相关票据

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

服务管理规定》；依

据文号：交通运输部

令 2021 年第 16 号；

条款号：第四十八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83
行政

处罚

对巡游出租汽车

驾驶员：（一）

在机场、火车站、

汽车客运站、港

口、公共交通枢

纽等客流集散地

不服从调度私自

揽客的；（二）

转让、倒卖、伪

造出租汽车相关

票据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

服务管理规定》；依

据文号：交通运输部

令 2016 年第 64 号，

自 2016 年 11 月 1 日

起施行；条款号：第

四十八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984
行政

处罚

对（一）未取得

经营许可，擅自

从事或者变相从

事网约车经营活

动的；（二）伪

造、变造或者使

用伪造、变造、

失效的《网络预

约出租汽车运输

证》《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驾驶员

证》从事网约车

经营活动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

法》；依据文号：交

通运输部 工业和信

息化部 公安部 商务

部 市场监管总局 国

家网信办令 2019 年

第 46 号；条款号：第

三十四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85
行政

处罚

对网约车平台公

司有下列行为之

一：（一）提供

服务车辆未取得

《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运输证》

（二）提供服务

驾驶员未取得

《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驾驶员证》

（三）未按照规

定保证车辆技术

状况良好的；

（四）起讫点均

不在许可的经营

区域从事网约车

经营活动的；

（五）未按照规

定将提供服务的

车辆、驾驶员相

关信息向服务所

在地出租汽车行

政主管部门报备

的；（六）未按

照规定制定服务

质量标准、建立

并落实投诉举报

制度的；（七）

未按照规定提供

共享信息，或者

不配合出租汽车

行政主管部门调

取查阅相关数据

信息的；（八）

未履行管理责

任，出现甩客、

故意绕道、违规

收费等违反国家

相关运营服务标

准行为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

法》；依据文号：交

通运输部 工业和信

息化部 公安部 商务

部 市场监管总局 国

家网信办令 2019 年

第 46 号；条款号：第

三十五条第一款、第

二款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86
行政

处罚

对网约车驾驶员

有下列情形之

一：（一）未按

照规定携带《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

运输证》、《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

驾驶员证》的；

（二）途中甩客

或者故意绕道行

驶的；（三）违

规收费的；（四）

对举报、投诉其

服务质量或者对

其服务作出不满

意评价的乘客实

施报复行为的处

罚；对网约车驾

驶员不再具备从

业条件或者有严

重违法行为的处

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

法》；依据文号：交

通运输部 工业和信

息化部 公安部 商务

部 市场监管总局 国

家网信办令 2019 年

第 46 号；条款号：第

三十六条第一款、第

二款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987
行政

处罚

对未取得线路运

营权、未与城市

公共交通主管部

门签订城市公共

汽电车线路特许

经营协议，擅自

从事城市公共汽

电车客运线路运

营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城市公共汽车和电

车客运管理规定》；

依据文号：交通运输

部令 2017 年第 5 号，

自2017年5月1日起

施行；条款号：第六

十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0988
行政

处罚

对营运企业未按

规定配置符合要

求的服务设施和

运营标识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城市公共汽车和电

车客运管理规定》；

依据文号：交通运输

部令 2017 年第 5 号，

自2017年5月1日起

施行；条款号：第六

十一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89
行政

处罚

对（一）未定期

对城市公共汽电

车车辆及其安全

设施设备进行检

测、维护、更新

的；（二）未在

城市公共汽电车

车辆和场站醒目

位置设置安全警

示标志、安全疏

散示意图和安全

应急设备的；

（三）使用不具

备规定条件的人

员担任驾驶员、

乘务员的；（四）

未对拟担任驾驶

员、乘务员的人

员进行培训、考

核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城市公共汽车和电

车客运管理规定》；

依据文号：交通运输

部令 2017 年第 5 号，

自2017年5月1日起

施行；条款号：第六

十二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90
行政

处罚

对运营企业未制

定应急预案并组

织演练的处罚；

对发生影响运营

安全的突发事件

时，营运企业未

按照应急预案的

规定采取应急处

置措施，造成严

重后果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城市公共汽车和电

车客运管理规定》；

依据文号：2017 年 3

月 1日经第 3次交通

运输部部务会议通

过，由中华人民共和

国交通运输部于2017

年 3 月 7日发布，自

2017 年 5月 1日起施

行；条款号：第六十

三条第一款、第二款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991
行政

处罚

对城市公共汽电

客运场站和服务

设施的日常管理

单位未按规定对

有关场站设施进

行管理和维护的

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城市公共汽车和电

车客运管理规定》；

依据文号：交通运输

部令 2017 年第 5 号，

自2017年5月1日起

施行；条款号：第六

十四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92
行政

处罚

对（一）破坏、

盗窃城市公共七

电车车辆、设施

设备；（二）擅

自关闭、侵占、

拆除城市公共汽

车客运服务设施

或者挪作他用；

（三）损坏、覆

盖电车供电设施

及其保护标识，

在电车架线杆、

馈线安全保护范

围内修建建筑

物、构筑物或者

堆放、悬挂物品，

搭设管线、电

（光）缆等；（四）

擅自覆盖、涂改、

污损、毁坏或者

迁移、拆除站牌；

（五）其他影响

城市公共汽电车

客运服务设施功

能和安全的行为

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城市公共汽车和电

车客运管理规定》；

依据文号：交通运输

部令 2017 年第 5 号，

自2017年5月1日起

施行；条款号：第六

十六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93
行政

处罚

对有下列行为之

一：（一）未取

得相应从业资格

证件，驾驶道路

客货运输车辆

的；（二）使用

失效、伪造、变

造的从业资格证

件，驾驶道路客

货运输车辆的；

（三）超越从业

资格证件核定范

围，驾驶道路客

货运输车辆的人

员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管理规定》；依据文

号：交通运输部令

2022 年第 38号；条

款号：第四十六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994
行政

处罚

对有下列行为之

一：（一）未取

得相应从业资格

证件，从事道路

危险货物运输活

动的；（二）使

用失效、伪造、

变造的从业资格

证件，从事道路

危险货物运输活

动的；（三）超

越从业资格证件

核定范围，从事

道路危险货物运

输活动的人员的

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管理规定》；依据文

号：交通运输部令

2022 年第 38号；条

款号：第四十七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95
行政

处罚

对（一）未取得

从业资格证或者

超越从业资格证

核定范围，驾驶

出租汽车从事经

营活动的；（二）

使用失效、伪造、

变造的从业资格

证，驾驶出租汽

车从事经营活动

的；（三）转借、

出租、涂改从业

资格证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

业资格管理规定》；

依据文号：交通运输

部令2021年第15号；

条款号：第四十一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996
行政

处罚

取得从业资格证

的出租汽车驾驶

员，未经出租汽

车行政主管部门

从业资格注册

后，从事出租汽

车客运服务的处

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

业资格管理规定》；

依据文号：交通运输

部令2021年第15号；

条款号：第十六条、

第四十二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97
行政

处罚

对出租汽车驾驶

员在运营过程中

有下列行为：

（一）途中甩客

或者故意绕道行

驶；（二）不按

照规定携带道路

运输证、从业资

格证；（三）不

按照规定使用出

租汽车相关设

备；（四）不按

照规定使用文明

用语，车容车貌

不符合要求；

（五）未经乘客

同意搭载其他乘

客；（六）不按

照规定出具相应

车费票据；（七）

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驾驶员违反规

定巡游揽客、站

点候客；（八）

巡游出租汽车驾

驶员拒载（九）

巡游出租汽车驾

驶员不按照规定

使用计程计价设

备、违规收费或

者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驾驶员违规

收费；（十）对

举报、投诉其服

务质量或者对其

服务作出不满意

评价的乘客实施

报复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

业资格管理规定》；

依据文号：交通运输

部令2021年第15号；

条款号：第四十条、

第四十二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998
行政

处罚

对聘用未取得从

业资格证的人

员，驾驶出租汽

车从事经营活动

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

业资格管理规定》；

依据文号：交通运输

部令2021年第15号；

条款号：第四十三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999
行政

处罚

对（一）聘用未

按规定办理注册

手续的人员，驾

驶出租汽车从事

经营活动的；

（二）不按照规

定组织实施继续

教育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

业资格管理规定》；

依据文号：交通运输

部令2021年第15号；

条款号：第四十四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00
行政

处罚

对（一）道路运

输企业未使用符

合标准的监控平

台、监控平台未

接入联网联控系

统、未按规定上

传道路运输车辆

动态信息的；

（二）未建立或

者未有效执行交

通违法动态信息

处理制度、对驾

驶员交通违法处

理率低于 90%的；

（三）未按规定

配备专职监控人

员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道路运输车辆动态

监督管理办法》；依

据文号：中华人民共

和国交通运输部 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

管理部令 2022 年第

10 号；条款号：第三

十五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01
行政

处罚

对道路运输经营

者使用卫星定位

装置出现故障不

能保持在线的运

输车辆从事经营

活动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道路运输车辆动态

监督管理办法》；依

据文号：中华人民共

和国交通运输部 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

管理部令 2022 年第

10 号；条款号：第三

十六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02
行政

处罚

对道路运输企业

或者提供道路运

输车辆动态监控

社会化服务的单

位伪造、篡改、

删除车辆动态监

控数据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道路运输车辆动态

监督管理办法》；依

据文号：中华人民共

和国交通运输部 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

管理部令 2022 年第

10 号；条款号：第三

十七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03
行政

处罚

对擅自关闭卫星

定位终端设备、

屏蔽卫星定位终

端设备信号的处

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河北省道路运输条

例》；依据文号：河

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告第 116 号；条款号：

第五十七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04
行政

处罚

对擅自转让或者

以承包、出租等

方式变相转让城

市公共汽电车客

运线路经营权的

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河北省道路运输条

例》；依据文号：河

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告第 116 号；条款号：

第六十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05
行政

处罚

对城市公共汽电

车客运经营者

（一）不按照确

定的线路、站点、

班次和时间经营

的；（二）不按

照核准收费标准

收费的；（三）

拒绝享受减免票

待遇的乘客乘车

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河北省道路运输条

例》；依据文号：河

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告第 116 号；条款号：

第六十一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06
行政

处罚

对包车客运经营

者按照班车模式

定点定线运营，

或者招揽包车合

同外的旅客乘车

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河北省道路运输条

例》；依据文号：河

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告第 116 号；条款号：

第六十二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07
行政

处罚

对班车客运经

营、包车客运经

营和旅游客运经

营中途将乘客交

给他人运输、甩

客或者在高速公

路上下乘客、装

卸行李和包裹的

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河北省道路运输条

例》；依据文号：河

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告第 116 号；条款号：

第六十三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08
行政

处罚

对在非巡游车上

使用巡游车车体

颜色、专用标志、

计价器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河北省道路运输条

例》；依据文号：河

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告第 116 号；条款号：

第六十四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09
行政

处罚

对出租汽车客运

经营者在巡游车

车窗上贴有色

膜、使用有色玻

璃或者巡游车拒

绝载客、网约车

巡游揽客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河北省道路运输条

例》；依据文号：河

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告第 116 号；条款号：

第六十五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10
行政

处罚

对机动车驾驶员

培训机构（一）

未建立学员档

案、培训记录或

者伪造、篡改培

训记录的；（二）

使用不符合规定

的车辆以及设

施、设备或者改

装培训车辆车载

计时终端进行培

训活动的；（三）

采取异地培训、

恶意压价、欺骗

学员等不正当手

段进行培训，或

者委托其他不具

备资质的机构培

训，或者以报名

点、招生处、分

校等形式开展培

训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河北省道路运输条

例》；依据文号：河

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告第 116 号；条款号：

第六十七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11
行政

处罚

对未取得道路运

输经营许可擅自

从事汽车租赁经

营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河北省道路运输条

例》；依据文号：河

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告第 116 号；条款号：

第六十八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012
行政

处罚

对使用未办理租

赁车辆备案、未

领取车辆备案证

明文件的车辆从

事汽车租赁经营

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河北省道路运输条

例》；依据文号：河

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告第 116 号；条款号：

第六十九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13
行政

处罚

对汽车租赁经营

者和承租人使用

租赁车辆从事或

者变相从事其他

客运经营活动的

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河北省道路运输条

例》；依据文号：河

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告第 116 号；条款号：

第七十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14
行政

处罚

对生产经营单位

的决策机构、主

要负责人或者个

人经营的投资人

不依照本法规定

保证安全生产所

必需的资金投

入，致使生产经

营单位不具备安

全生产条件的处

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依据文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于2021

年 6 月 10 日通过，现

予公布，自 2021 年 9

月 1日起施行；条款

号：第九十三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15
行政

处罚

对生产经营单位

的主要负责人未

履行本法规定的

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依据文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于2021

年 6 月 10 日通过，现

予公布，自 2021 年 9

月 1日起施行；条款

号：第九十四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16
行政

处罚

对生产经营单位

及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

（一）未按照规

定设置安全生产

管理机构或者配

备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的；（二）

危险物品的道路

运输单位的主要

负责人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未按

照规定经考核合

格的；（三）未

按照规定对从业

人员、被派遣劳

动者、实习学生

进行安全生产教

育和培训，或者

未按照规定如实

告知有关的安全

生产事项的；

（四）未如实记

录安全生产教育

和培训情况的；

（五）未将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情

况如实记录或者

未向从业人员通

报的；（六）未

按照规定制定生

产安全事故应急

救援预案或者未

定期组织演练

的；（七）特种

作业人员未按照

规定经专门的安

全作业培训并取

得相应资格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依据文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于2021

年 6 月 10 日通过，现

予公布，自 2021 年 9

月 1日起施行；条款

号：第九十七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17
行政

处罚

对生产经营单位

未在有较大危险

因素的生产经营

场所和有关设

施、设备上设置

明显的安全警示

标志的；未为从

业人员提供符合

国家标准或者行

业标准的劳动防

护用品的；使用

应当淘汰的危及

生产安全的工

艺、设备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依据文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于2021

年 6 月 10 日通过，现

予公布，自 2021 年 9

月 1日起施行；条款

号：第九十九条第

（一）（四）（六）

项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18
行政

处罚

对生产经营单位

（一）生产、经

营、运输、储存、

使用危险物品未

建立专门安全管

理制度、未采取

可靠的安全措施

的；（二）对重

大危险源未登记

建档，或者未进

行评估、监控，

或者未制定应急

预案的；（三）

进行爆破、吊装

以及有关部门规

定的其他危险作

业，未安排专门

人员进行现场安

全管理的；（四）

未建立事故隐患

排查治理制度的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依据文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于2021

年 6 月 10 日通过，现

予公布，自 2021 年 9

月 1日起施行；条款

号：第一百零一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处罚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19
行政

处罚

对生产经营单位

未按照规定进行

安全检查、风险

因素辨识管控、

事故隐患排查

的，或者对发现

的事故隐患和问

题未制定整改方

案计划的处罚；

对生产经营单位

未采取措施消除

事故隐患的处

罚；对微小企业

未查找或者未消

除作业岗位危险

因素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河北省安全生产条

例》；依据文号：河

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7 年 1 月 12日通

过，自 2017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条款号：

第七十三条第一款、

第二款、第三款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20
行政

处罚

对生产经营单位

有下列行为之

一：（一）未按

照安全技术标准

和管理规范要

求，进行高空作

业、地下受限空

间作业或者易燃

易爆场所动火作

业的；（二）未

按照安全技术标

准和管理规范要

求，进行爆破、

吊装、临近高压

输电线路作业、

建筑物和构筑物

拆除、道路清障

救援、大型检修

作业的；（三）

发包、承包受限

空间、高空作业

项目，未与承包、

发包单位签订专

门安全生产管理

协议或者未在承

包合同中明确各

自安全生产管理

职责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河北省安全生产条

例》；依据文号：2017

年1月12日河北省第

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通过，自

2017 年 3月 1日起施

行；条款号：第七十

七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21
行政

处罚

对生产经营单位

与从业人员订立

减轻或者免除其

对从业人员因生

产安全事故伤亡

依法应承担责任

协议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河北省安全生产条

例》；依据文号：2017

年1月12日河北省第

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通过，自

2017 年 3月 1日起施

行；条款号：第七十

八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22
行政

处罚

对生产经营单位

有下列行为之

一：（一）违反

各项安全生产标

准以及本单位规

章制度和安全操

作规程的；（二）

违章指挥、违章

操作、违反劳动

纪律和强令职工

冒险作业的；

（三）未建立和

落实班组安全管

理制度的；（四）

发生生产安全事

故未按要求组织

安全生产状况评

估的；（五）以

货币或者其他物

品代替防护用品

的；（六）建筑

施工单位，危险

物品运输单位未

制定复工复产方

案或者未组织复

工复产培训和安

全检查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河北省安全生产条

例》；依据文号：2017

年1月12日河北省第

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通过，自

2017 年 3月 1日起施

行；条款号：第七十

九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23
行政

处罚

对生产经营单位

拒绝、阻挠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依

法实施监督检查

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河北省安全生产条

例》；依据文号：2017

年1月12日河北省第

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通过，自

2017 年 3月 1日起施

行；条款号：第八十

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24
行政

处罚

对 （一）未建立

风险管控信息台

账（清单）、隐

患治理信息台账

的；（二）未按

规定开展全面辨

识或者专项辨识

的；（三）未按

规定制定风险管

控措施；（四）

未按规定开展风

险管控动态评估

的；（五）未按

规定开展隐患排

查、确定隐患等

级的；（六）未

按规定制定隐患

整改方案或者未

按方案组织整改

的；（七）未按

规定报告重大事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河北省安全生产风

险管控与隐患治理规

定》；依据文号：2018

年 5 月 7日河北省政

府第 12 次常务会议

通过，自 2018 年 7 月

1日起施行；条款号：

第二十四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故隐患的处罚

1025
行政

处罚

对生产经营单位

拒不执行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的

整改指令、消除

隐患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河北省安全生产风

险管控与隐患治理规

定》；依据文号：2018

年 5 月 7日河北省政

府第 12 次常务会议

通过，自 2018 年 7 月

1日起施行；条款号：

第二十五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26
行政

处罚

对生产经营单位

未设置警示标

志、标识，未设

立公示牌（板）

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河北省安全生产风

险管控与隐患治理规

定》；依据文号：2018

年 5 月 7日省政府第

12 次常务会议通过，

自2018年7月1日起

施行；条款号：第二

十六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27
行政

处罚

对生产经营单位

主要负责人未按

规定检查风险管

控措施和管控方

案落实情况、组

织并参加事故隐

患排查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河北省安全生产风

险管控与隐患治理规

定》；依据文号：2018

年 5 月 7日省政府第

12 次常务会议通过，

自2018年7月1日起

施行；条款号：第二

十七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28
行政

处罚

对生产经营者有

下列行为之一：

（一）各类工程

建设未采取有效

措施防治扬尘污

染的；（二）企

业料堆场未采取

有效措施防治扬

尘污染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河北省大气污染防

治条例》；依据文号：

2016 年 1 月 13日河

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

过，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条款号：

第八十四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29
行政

处罚

对运输煤炭、垃

圾、渣土、砂石、

土方、灰浆等易

产生扬尘污染的

车辆，装载物超

过车厢挡板高度

或未采取完全密

闭措施，防止物

料遗撒、滴漏或

者扬散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河北省扬尘污染防

治办法》；依据文号：

河北省人民政府令

〔2020〕第 1号；条

款号：第四十一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30
行政

处罚

对水体倾倒船舶

垃圾或者排放船

舶的残油、废油

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1.《水污染防治法》；

依据文号：2017 年 6

月 27 日修正；条款

号：第九十条第一款

2.《水污染防治法实

施细则》；依据文号：

国务院令第 284 号；

条款号：第三十九条

第三项、第五项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

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31
行政

处罚

对公路工程未经

批准擅自施工的

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依据文号：

2017 年 11月 4 日第

五次修正；条款号：

第七十五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32
行政

处罚

对建设单位将建

设工程发包给不

具有相应资质等

级的勘察、设计、

施工单位或者委

托给不具有相应

资质等级的工程

监理单位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依据文号：

国务院 2019年第 714

号令；条款号：第五

十四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33
行政

处罚

对建设单位将建

设工程肢解发包

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依据文号：

国务院 2019年第 714

号令；条款号：第五

十五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34
行政

处罚

对（一）迫使承

包方以低于成本

的价格竞标的；

（二）任意压缩

合理工期的；

（三）明示或者

暗示设计单位或

者施工单位违反

工程建设强制性

标准，降低工程

质量的；（四）

施工图设计文件

未经审查或者审

查不合格，擅自

施工的；（五）

建设项目必须实

行工程监理而未

实行工程监理

的；（六）未按

照国家规定办理

工程质量监督手

续的；（七）明

示或者暗示施工

单位使用不合格

的建筑材料、建

筑构配件和设备

的；（八）未按

照国家规定将竣

工验收报告、有

关认可文件或者

准许使用文件报

送备案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依据文号：

国务院 2019年第 714

号令；条款号：第五

十六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35
行政

处罚

对建设单位未取

得施工许可证或

者开工报告未经

批准，擅自施工

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依据文号：

国务院 2019年第 714

号令；条款号：第五

十七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36
行政

处罚

对建设单位违反

规定（一）未组

织竣工验收，擅

自交付使用的；

（二）验收不合

格，擅自交付使

用的；（三）对

不合格的建设工

程按照合格工程

验收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依据文号：

国务院 2019年第 714

号令；条款号：第五

十八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37
行政

处罚

对建设单位违反

规定建设工程竣

工验收后，建设

单位未向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或者

其他有关部门移

交建设项目档案

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依据文号：

国务院 2019年第 714

号令；条款号：第五

十九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38
行政

处罚

对勘察、设计、

施工、工程监理

单位超越本单位

资质等级承揽工

程、未取得资质

证书承揽工程、

以欺骗手段取得

资质证书承揽工

程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依据文号：

国务院 2019年第 714

号令；条款号：第六

十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39
行政

处罚

对勘察、设计、

施工、工程监理

单位允许其他单

位或者个人以本

单位名义承揽工

程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依据文号：

国务院 2019年第 714

号令；条款号：第六

十一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40
行政

处罚

对承包单位将承

包的工程转包或

者违法分包、工

程监理单位转让

工程监理业务的

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依据文号：

国务院 2019年第 714

号令；条款号：第六

十二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41
行政

处罚

对（一）勘察单

位未按照工程建

设强制性标准进

行勘察的；（二）

设计单位未根据

勘察成果文件进

行工程设计的；

（三）设计单位

指定建筑材料、

建筑构配件的生

产厂、供应商的；

（四）设计单位

未按照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准进行

设计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依据文号：

国务院 2019年第 714

号令；条款号：第六

十三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42
行政

处罚

对施工单位在施

工中偷工减料

的，使用不合格

的建筑材料、建

筑构配件和设备

的，或者有不按

照工程设计图纸

或者施工技术标

准施工的其他行

为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依据文号：

国务院 2019年第 714

号令；条款号：第六

十四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43
行政

处罚

对施工单位未对

建筑材料、建筑

构配件、设备和

商品混凝土进行

检验，或者未对

涉及结构安全的

试块、试件以及

有关材料取样检

测的处罚(交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依据文号：

国务院 2019年第 714

号令；条款号：第六

十五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44
行政

处罚

对施工单位不履

行保修义务或者

拖延履行保修义

务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依据文号：

国务院 2019年第 714

号令；条款号：第六

十六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45
行政

处罚

对工程监理单位

与建设单位或者

施工单位串通，

弄虚作假、降低

工程质量的；将

不合格的建设工

程、建筑材料、

建筑构配件和设

备按照合格签字

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依据文号：

国务院 2019年第 714

号令；条款号：第六

十七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46
行政

处罚

对工程监理单位

与被监理工程的

施工承包单位以

及建筑材料、建

筑构配件和设备

供应单位有隶属

关系或者其他利

害关系承担该项

建设工程的监理

业务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依据文号：

国务院 2019年第 714

号令；条款号：第六

十八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47
行政

处罚

对建设单位未提

供建设工程安全

生产作业环境及

安全施工措施所

需费用的、未将

保证安全施工的

措施或者拆除工

程的有关资料报

送有关部门备案

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管理条例》；依据文

号：2003 年 11月 12

日国务院第 28 次常

务会议通过，自 2004

年 2 月 1日起施行；

条款号：第五十四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48
行政

处罚

对（一）勘察、

设计、施工、工

程监理等单位提

出不符合安全生

产法律、法规和

强制性标准规定

的要求的；（二）

要求施工单位压

缩合同约定的工

期的；（三）将

拆除工程发包给

不具有相应资质

等级的施工单位

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管理条例》；依据文

号：2003 年 11月 12

日国务院第 28 次常

务会议通过，自 2004

年 2 月 1日起施行；

条款号：第五十五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49
行政

处罚

对勘察、设计单

位（一）未按照

法律、法规和工

程建设强制性标

准进行勘察、设

计的；（二）采

用新结构、新材

料、新工艺的建

设工程和特殊结

构的建设工程，

设计单位未在设

计中提出保障施

工作业人员安全

和预防生产安全

事故的措施建议

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管理条例》；依据文

号：2003 年 11月 12

日国务院第 28 次常

务会议通过，自 2004

年 2 月 1日起施行；

条款号：第五十六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50
行政

处罚

对工程监理单位

（一）未对施工

组织设计中的安

全技术措施或者

专项施工方案进

行审查的；（二）

发现安全事故隐

患未及时要求施

工单位整改或者

暂时停止施工

的；（三）施工

单位拒不整改或

者不停止施工，

未及时向有关主

管部门报告的；

（四）未依照法

律、法规和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准

实施监理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管理条例》；依据文

号：2003 年 11月 12

日国务院第 28 次常

务会议通过，自 2004

年 2 月 1日起施行；

条款号：第五十七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51
行政

处罚

对施工单位挪用

列入建设工程概

算的安全生产作

业环境及安全施

工措施所需费用

的处罚（交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管理条例》；依据文

号：2003 年 11月 12

日国务院第 28 次常

务会议通过，自 2004

年 2 月 1日起施行；

条款号：第六十三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52
行政

处罚

对施工单位（一）

施工前未对有关

安全施工的技术

要求作出详细说

明的；（二）未

根据不同施工阶

段和周围环境及

季节、气候的变

化，在施工现场

采取相应的安全

施工措施，或者

在城市市区内的

建设工程的施工

现场未实行封闭

围挡的；（三）

在尚未竣工的建

筑物内设置员工

集体宿舍的；

（四）施工现场

临时搭建的建筑

物不符合安全使

用要求的；（五）

未对因建设工程

施工可能造成损

害的毗邻建筑

物、构筑物和地

下管线等采取专

项防护措施的处

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管理条例》；依据文

号：2003 年 11月 12

日国务院第 28 次常

务会议通过，自 2004

年 2 月 1日起施行；

条款号：第六十四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53
行政

处罚

对施工单位（一）

安全防护用具、

机械设备、施工

机具及配件在进

入施工现场前未

经查验或者查验

不合格即投入使

用的；（二）使

用未经验收或者

验收不合格的施

工起重机械和整

体提升脚手架、

模板等自升式架

设设施的；（三）

委托不具有相应

资质的单位承担

施工现场安装、

拆卸施工起重机

械和整体提升脚

手架、模板等自

升式架设设施

的；（四）在施

工组织设计中未

编制安全技术措

施、施工现场临

时用电方案或者

专项施工方案的

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管理条例》；依据文

号：2003 年 11月 12

日国务院第 28 次常

务会议通过，自 2004

年 2 月 1日起施行；

条款号：第六十五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54
行政

处罚

对施工单位的主

要负责人、项目

负责人未履行安

全生产管理职责

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管理条例》；依据文

号：2003 年 11月 12

日国务院第 28 次常

务会议通过，自 2004

年 2 月 1日起施行；

条款号：第六十六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55
行政

处罚

对承包单位弄虚

作假、无证或越

级承揽工程任务

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公路建设监督管理

办法》；依据文号：

2006 年 5月 8日经第

6次部务会议通过，

自2006年8月1日起

施行；条款号：第四

十二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56
行政

处罚

对必须进行招标

的项目而不招

标，将必须进行

招标的项目化整

为零或者以其他

任何方式规避招

标的；招标人不

按照规定发布资

格预审公告或者

招标公告，构成

规避招标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依据文

号：2017 年 12月 27

日修正；条款号：第

四十九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57
行政

处罚

对招标代理机构

泄露应当保密的

与招标投标活动

情况和资料的，

或者与招标人、

投标人串通损害

国家利益、社会

公共利益或者他

人合法权益的；

招标代理机构在

所代理的招标项

目中投标、代理

投标或者向该项

目投标人提供咨

询的，接受委托

编制标底的中介

机构参加受托编

制标底项目的投

标或者为该项目

的投标人编制投

标文件、提供咨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依据文

号：2017 年 12月 27

日修正；条款号：第

五十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询的处罚

1058
行政

处罚

对招标人以不合

理的条件限制或

者排斥潜在投标

人的，对潜在投

标人实行歧视待

遇的，强制要求

投标人组成联合

体共同投标的，

或者限制投标人

之间竞争的处罚

（交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依据文

号：2017 年 12月 27

日修正；条款号：第

五十一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59
行政

处罚

对依法必须进行

招标的项目的招

标人向他人透露

已获取招标文件

的潜在投标人的

名称、数量或者

可能影响公平竞

争的有关招标投

标的其他情况

的，或者泄露标

底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依据文

号：2017 年 12月 27

日修正；条款号：第

五十二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60
行政

处罚

对投标人相互串

通投标或者与招

标人串通投标

的，投标人以向

招标人或者评标

委员会成员行贿

的手段谋取中标

的处罚（交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依据文

号：2017 年 12月 27

日修正；条款号：第

五十三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61
行政

处罚

对投标人以他人

名义投标或者以

其他方式弄虚作

假，骗取中标,尚

未构成犯罪的处

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依据文

号：2017 年 12月 27

日修正；条款号：第

五十四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62
行政

处罚

对依法必须进行

招标的项目，招

标人违反本法规

定，与投标人就

投标价格、投标

方案等实质性内

容进行谈判的处

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依据文

号：2017 年 12月 27

日修正；条款号：第

五十五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63
行政

处罚

对评标委员会成

员收受投标人的

财物或者其他好

处的，评标委员

会成员或者参加

评标的有关工作

人员向他人透露

对投标文件的评

审和比较、中标

候选人的推荐以

及与评标有关的

其他情况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依据文

号：2017 年 12月 27

日修正；条款号：第

五十六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64
行政

处罚

对招标人在评标

委员会依法推荐

的中标候选人以

外确定中标人

的，依法必须进

行招标的项目在

所有投标被评标

委员会否决后自

行确定中标人的

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依据文

号：2017 年 12月 27

日修正；条款号：第

五十七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65
行政

处罚

对中标人将中标

项目转让给他人

的，将中标项目

肢解后分别转让

给他人的，违反

本法规定将中标

项目的部分主

体、关键性工作

分包给他人的，

或者分包人再次

分包的处罚（交

通运输领域）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依据文

号：2017 年 12月 27

日修正；条款号：第

五十八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66
行政

处罚

对招标人与中标

人不按照招标文

件和中标人的投

标文件订立合同

的，或者招标人、

中标人订立背离

合同实质性内容

的协议的处罚

（交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依据文

号：2017 年 12月 27

日修正；条款号：第

五十九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67
行政

处罚

对招标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

（一）依法应当

公开招标而采用

邀请招标；（二）

招标文件、资格

预审文件的发

售、澄清、修改

的时限，或者确

定的提交资格预

审申请文件、投

标文件的时限不

符合招标投标法

和本条例规定；

（三）接受未通

过资格预审的单

位或者个人参加

投标；（四）接

受应当拒收的投

标文件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

例》；依据文号：2019

年 3 月 2日第三次修

订；条款号：第六十

四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68
行政

处罚

对招标人超过本

条例规定的比例

收取投标保证

金、履约保证金

或者不按照规定

退还投标保证金

及银行同期存款

利息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

例》；依据文号：2019

年 3 月 2日第三次修

订；条款号：第六十

六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69
行政

处罚

对依法必须进行

招标的项目的招

标人不按照规定

组建评标委员

会，或者确定、

更换评标委员会

成员违反招标投

标法和条例规定

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

例》；依据文号：2019

年 3 月 2日第三次修

订；条款号：第七十

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70
行政

处罚

对依法必须进行

招标的项目的招

标人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一）

无正当理由不发

出中标通知书；

（二）不按照规

定确定中标人；

（三）中标通知

书发出后无正当

理由改变中标结

果；（四）无正

当理由不与中标

人订立合同；

（五）在订立合

同时向中标人提

出附加条件的处

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

例》；依据文号：2019

年 3 月 2日第三次修

订；条款号：第七十

三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71
行政

处罚

对中标人无正当

理由不与招标人

订立合同，在签

订合同时向招标

人提出附加条

件，或者不按照

招标文件要求提

交履约保证金的

处罚（交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

例》；依据文号：2019

年 3 月 2日第三次修

订；条款号：第七十

四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72
行政

处罚

对依法必须进行

招标项目的招标

方案应当经项目

审批部门核准而

未经核准的，或

者未按项目审批

部门核准的招标

方案进行招标的

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河北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

法>办法》；依据文号：

2018 年 5 月 31日第

二次修正；条款号：

第四十四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73
行政

处罚

对招标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一)
不满足本办法第
八条规定的条件
而进行招标的；
(二)不按照本办
法规定将资格预
审文件、招标文
件和招标投标情
况的书面报告备
案的；(三)邀请
招标不依法发出
投标邀请书的；
(四)不按照项目
审批、核准部门
确定的招标范
围、招标方式、
招标组织形式进
行招标的；(五)
不按照本办法规
定编制资格预审
文件或者招标文
件的；(六)由于
招标人原因导致
资格审查报告存
在重大偏差且影
响资格预审结果
的；(七)挪用投
标保证金，增设
或者变相增设保
证金的；(八)投
标人数量不符合
法定要求不重新
招标的；(九)向
评标委员会提供
的评标信息不符
合本办法规定
的；(十)不按照
本办法规定公示
中标候选人的；
(十一)招标文件
中规定的履约保
证金的金额、支
付形式不符合本
办法规定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公路工程建设项目

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依据文号：2015 年 12

月 8 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交通运输部令2015

年第 24 号；条款号：

第六十八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74
行政

处罚

对未经许可擅自

经营或者超越许

可范围经营水路

运输业务或者国

内船舶管理业务

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

条例》；依据文号：

2012 年 9 月 26日国

务院第 218 次常务会

议通过，自 2013 年 1

月 1日起施行；条款

号：第三十三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75
行政

处罚

对水路运输经营

者使用未取得船

舶营运证件的船

舶从事水路运输

的、从事水路运

输经营的船舶未

随船携带船舶营

运证件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

条例》；依据文号：

2012 年 9 月 26日国

务院第 218 次常务会

议通过，自 2013 年 1

月 1日起施行；条款

号：第三十四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76
行政

处罚

对水路运输经营

者未经国务院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

许可或者超越许

可范围使用外国

籍船舶经营水路

运输业务，或者

外国的企业、其

他经济组织和个

人经营或者以租

用中国籍船舶或

者舱位等方式变

相经营水路运输

业务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

条例》；依据文号：

2012 年 9 月 26日国

务院第 218 次常务会

议通过，自 2013 年 1

月 1日起施行；条款

号：第三十五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77
行政

处罚

对以欺骗或者贿

赂等不正当手段

取得本条例规定

的行政许可的处

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

条例》；依据文号：

2012 年 9 月 26日国

务院第 218 次常务会

议通过，自 2013 年 1

月 1日起施行；条款

号：第三十六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78
行政

处罚

对出租、出借、

倒卖本条例规定

的行政许可证件

或者以其他方式

非法转让本条例

规定的行政许可

的、伪造、变造、

涂改本条例规定

的行政许可证件

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

条例》；依据文号：

2012 年 9 月 26日国

务院第 218 次常务会

议通过，自 2013 年 1

月 1日起施行；条款

号：第三十七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79
行政

处罚

对水路运输经营

者（一）未按照

规定配备船员或

者未使船舶处于

适航状态；（二）

超越船舶核定载

客定额或者核定

载重量载运旅客

或者货物；（三）

使用货船载运旅

客；（四）使用

未取得危险货物

适装证书的船舶

运输危险货物的

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

条例》；依据文号：

2012 年 9 月 26日国

务院第 218 次常务会

议通过，自 2013 年 1

月 1日起施行；条款

号：第三十八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80
行政

处罚

对水路旅客运输

业务经营者未为

其经营的客运船

舶投保承运人责

任保险或者取得

相应的财务担保

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

条例》；依据文号：

2012 年 9 月 26日国

务院第 218 次常务会

议通过，自 2013 年 1

月 1日起施行；条款

号：第三十九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81
行政

处罚

对水路运输、船

舶管理业务经营

者取得许可后，

不再具备本条例

规定的许可条件

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

条例》；依据文号：

2012 年 9 月 26日国

务院第 218 次常务会

议通过，自 2013 年 1

月 1日起施行；条款

号：第四十二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82
行政

处罚

对违反小微型客
车租赁经营管理
办法的处罚：
(一)未按照规定
办理备案或者变
更备案的；
(二)提供的租赁
小微型客车不符
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规定的上
路行驶条件的；
(三)未建立小微
型客车租赁经营
管理档案或者未
按照规定报送相
关数据信息的；
(四)未在经营场
所或者服务平台
以显著方式明示
服务项目、租赁
流程、租赁车辆
类型、收费标准、
押金收取与退
还、客服与监督
电话等事项的。
小微型客车租赁
经营者未取得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
或者出租汽车经
营许可,随车提
供驾驶劳务的,
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运输
条例》《巡游出
租汽车经营服务
管理规定》《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
经营服务管理暂
行办法》中关于
从事非法营运的
规定进行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小微型汽车租赁经

营服务管理办法》；

依据文号：（交通运

输部令 2020 年第 22

号）；条款号：第二

十五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83
行政

处罚

对应当报废的船

舶、浮动设施在

内河航行或者作

业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

河交通安全管理条

例》；依据文号：根

据 2019 年 3 月 2 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部

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第三次修订；条款号：

第六十三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84
行政

处罚

对船舶、浮动设

施未持有合格的

检验证书、登记

证书或者船舶未

持有必要的航行

资料，擅自航行

或者作业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

河交通安全管理条

例》；依据文号：根

据 2019 年 3 月 2 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部

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第三次修订；条款号：

第六十四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85
行政

处罚

对船舶未按照国

务院交通主管部

门的规定配备船

员擅自航行，或

者浮动设施未按

照国务院交通主

管部门的规定配

备掌握水上交通

安全技能的船员

擅自作业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

河交通安全管理条

例》；依据文号：根

据 2019 年 3 月 2 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部

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第三次修订；条款号：

第六十五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86
行政

处罚

对未经考试合格

并取得适任证书

或者其他适任证

件的人员擅自从

事船舶航行的处

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

河交通安全管理条

例》；依据文号：根

据 2019 年 3 月 2 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部

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第三次修订；条款号：

第六十六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87
行政

处罚

对按照国家规定

必须取得船舶污

染损害责任、沉

船打捞责任的保

险文书或者财务

保证书的船舶的

所有人或者经营

人，未取得船舶

污染损害责任、

沉船打捞责任保

险文书或者财务

担保证明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

河交通安全管理条

例》；依据文号：根

据 2019 年 3 月 2 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部

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第三次修订；条款号：

第六十七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88
行政

处罚

对船舶在内河航

行时（一）未按

照规定悬挂国

旗，标明船名、

船籍港、载重线

的；（二）未向

海事管理机构办

理船舶进出港签

证手续的；（三）

未按照规定申请

引航的；（四）

擅自进出内河港

口，强行通过交

通管制区、通航

密集区的；（五）

载运或者拖带超

重、超长、超高、

超宽、半潜的物

体，未申请或者

未按照核定的航

路、时间航行的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

河交通安全管理条

例》；依据文号：根

据 2019 年 3 月 2 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部

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第三次修订；条款号：

第六十八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处罚

1089
行政

处罚

对在内河通航水

域或者岸线上进

行有关作业或者

活动未经批准或

者备案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

河交通安全管理条

例》；依据文号：根

据 2019 年 3 月 2 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部

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第三次修订；条款号：

第七十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90
行政

处罚

对在内河通航水

域的航道内养

殖、种植植物、

水生物或者设置

永久性固定设施

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

河交通安全管理条

例》；依据文号：根

据 2019 年 3 月 2 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部

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第三次修订；条款号：

第七十四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91
行政

处罚

对内河通航水域

中的沉没物、漂

流物、搁浅物的

所有人或者经营

人，未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设置标

志或者未在规定

的时间内打捞清

除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

河交通安全管理条

例》；依据文号：根

据 2019 年 3 月 2 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部

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第三次修订；条款号：

第七十五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92
行政

处罚

对船舶、浮动设

施遇险后未履行

报告义务或者不

积极施救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

河交通安全管理条

例》；依据文号：根

据 2019 年 3 月 2 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部

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第三次修订；条款号：

第七十六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93
行政

处罚

对船舶、浮动设

施发生内河交通

事故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

河交通安全管理条

例》；依据文号：根

据 2019 年 3 月 2 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部

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第三次修订；条款号：

第七十七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94
行政

处罚

对船舶、浮动设

施发生内河交通

事故后逃逸的处

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

河交通安全管理条

例》；依据文号：根

据 2019 年 3 月 2 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部

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第三次修订；条款号：

第八十三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95
行政

处罚

对阻碍、妨碍内

河交通事故调查

取证，或者谎报、

隐匿、毁灭证据

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

河交通安全管理条

例》；依据文号：根

据 2019 年 3 月 2 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部

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第三次修订；条款号：

第八十四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96
行政

处罚

对在办理登记手

续时隐瞒真实情

况、弄虚作假；

隐瞒登记事实，

造成重复登记；

伪造、涂改船舶

登记证书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船舶登记条例》；

依据文号：根据 2014

年 7 月 29 日《国务院

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

规的决定》修订；条

款号：第五十一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97
行政

处罚

对不按照规定办

理变更或者注销

登记的，或者使

用过期的船舶国

籍证书或者临时

船舶国籍证书的

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船舶登记条例》；

依据文号：根据 2014

年 7 月 29 日《国务院

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

规的决定》修订；条

款号：第五十二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98
行政

处罚

对以欺骗、贿赂

等不正当手段取

得船员服务簿、

船员适任证书、

船员培训合格证

书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船员条例》；依据

文号：2007 年 3 月 28

日国务院第 172 次常

务会议通过，现予公

布，自 200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条款号：

第五十三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099
行政

处罚

对伪造、变造或

者买卖船员服务

簿、船员适任证

书、船员培训合

格证书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船员条例》；依据

文号：2007 年 3 月 28

日国务院第 172 次常

务会议通过，现予公

布，自 200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条款号：

第五十四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100
行政

处罚

对船员服务簿记

载的事项发生变

更，船员未办理

变更手续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船员条例》；依据

文号：2007 年 3 月 28

日国务院第 172 次常

务会议通过，现予公

布，自 200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条款号：

第五十五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101
行政

处罚

对在船工作期间

未携带船员条例

规定的有效证件

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船员条例》；依据

文号：2007 年 3 月 28

日国务院第 172 次常

务会议通过，现予公

布，自 200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条款号：

第五十六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102
行政

处罚

对船员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一）
未遵守值班规定
擅自离开工作岗
位的；（二）未
按照水上交通安
全和防治船舶污
染操作规则操
纵、控制和管理
船舶的；（三）
发现或者发生险
情、事故或者影
响航行安全的情
况未及时报告
的；（四）未如
实填写或者记载
有关船舶法定文
书的；（五）隐
匿、篡改或者销
毁有关船舶法定
证书、文书的；
（六）不依法履
行救助义务的；
（七）利用船舶
私载旅客、货物
或者携带违禁物
品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船员条例》；依据

文号：2007 年 3 月 28

日国务院第 172 次常

务会议通过，现予公

布，自 200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条款号：

第五十七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103
行政

处罚

对船长小于五米

的船舶在办理登

记手续时隐瞒真

实情况、弄虚作

假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河北省内河交通安

全管理规定》；依据

文号：河北省人民政

府令〔2011〕第 12号，

于2012年1月1日起

实施；条款号：第七

条、第三十三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104
行政

处罚

对（一）故意遮

挡、污损船舶标

志，或者悬挂、

设置与船舶标志

不相关的牌匾、

标记，影响船舶

标志识别和船舶

航行安全的；

（二）游乐船、

漂流船艇（筏）

超出划定水域航

行的；（三）开

敞式快艇、游乐

船上的人员未按

要求穿戴救生衣

的；（四）不具

备夜航条件的船

舶夜间航行的；

（五）利用非载

客船从事载客活

动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河北省内河交通安

全管理规定》；依据

文号：河北省人民政

府令〔2011〕第 12号，

于2012年1月1日起

实施；条款号：第三

十四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105
行政

处罚

对（一）饮酒后

驾驶、操纵船舶，

或者在浮动设施

上作业的；（二）

快艇作全速回转

或者大舵角转向

等危险操作的；

（三）相互追逐、

竞驶及进行其他

危及航行安全的

活动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河北省内河交通安

全管理规定》；依据

文号：河北省人民政

府令〔2011〕第 12号，

于2012年1月1日起

实施；条款号：第三

十五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106
行政

处罚

对（一）拒绝或

者阻挠检查人员

实施船舶安全检

查的；（二）弄

虚作假欺骗检查

人员的；（三）

未按照《船旗国

监督检查记录

簿》或者《港口

国监督检查报

告》的处理意见

纠正缺陷或者采

取措施的；（四）

船舶在纠正按照

第十九条规定应

当申请复查的缺

陷后未申请复查

的；（五）未按

照第二十条第一

款、第二十一条

第一款规定将船

舶在境外接受检

查和处罚的情况

向船籍港海事管

理机构报告的；

（六）涂改、故

意损毁、伪造、

变造《船旗国监

督检查记录簿》

或者《港口国监

督检查报告》的；

（七）以租借、

骗取等手段冒用

《船旗国监督检

查记录簿》或者

《港口国监督检

查报告》的处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

舶安全检查规则》；

依据文号：2009 年 10

月 29 日第 10 次交通

部部务会议通过，

2010 年 3月 1日起实

施条款号：第二十九

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

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107
行政

强制

扣留车辆、强制

拖离车辆、扣留

工具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依据文号：2011

年2月16日国务院第

144次常务会议通过，

自2011年7月1日起

施行；第六十五条、

第六十七条、第七十

二条第一款

1.催告责任：对未履行法定义务的当事人，下达催告通知书，

催告履行义务以及履行义务的期限、方式和当事人依法享有

的陈述权和申辩权。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

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无正当理由的，向行政

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作出强制执行决定，送达行政强制

执行决定书。根据中止和终结执行的适用情形，做出中止或

终结执行决定。

3.执行责任：由公路管理机构扣留车辆、强制拖离车辆、扣

留工具。

4.事后监管责任：消除违法行为。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不符合条件的实施行政强制的；

2.因违法实施行政强制，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失的；

3.违反法定权限、程序实施行政强制的；

4.在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5.在行使行政强制权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108
行政

强制

拆除在公路用地

范围内设置公路

标志以外的其他

标志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依据文号：

2017 年 11月 4 日第

五次修正；条款号：

第七十九条

1.催告责任：对未履行法定义务，下达催告通知书，催告履

行义务以及履行义务的期限、方式和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

权和申辩权。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

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无正当理由的，向行政

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作出强制执行决定，送达行政强制

执行决定书。根据中止和终结执行的适用情形，做出中止或

终结执行决定

3.执行责任：由交通主管部门拆除在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公

路标志以外的其他标志。

4.事后监管责任：消除违法行为，做好日常监督检查。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不符合条件的实施行政强制的；

2.因违法实施行政强制，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失的；

3.违反法定权限、程序实施行政强制的；

4.在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5.在行使行政强制权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109
行政

强制

拆除在公路建筑

控区内修建建筑

物、地面构筑物

或者擅自埋设管

线、电缆等设施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依据文号：

2017 年 11月 4 日第

五次修正；条款号：

第八十一条

1.催告责任：对未履行法定义务，下达催告通知书，催告履

行义务以及履行义务的期限、方式和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

权和申辩权。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

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无正当理由的，向行政

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作出强制执行决定，送达行政强制

执行决定书。根据中止和终结执行的适用情形，做出中止或

终结执行决定。

3.执行责任：由交通主管部门拆除在公路建筑控区内修建建

筑物、地面构筑物或者擅自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

4.事后监管责任：消除违法行为，做好日常监督检查。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不符合条件的实施行政强制的；

2.因违法实施行政强制，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失的；

3.违反法定权限、程序实施行政强制的；

4.在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5.在行使行政强制权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110
行政

强制

强制清除遗洒

物、污染物或者

路面障碍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依据文

号：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于 2011年 6

月 30日通过，自 2012

年 1 月 1日起施行；

条款号：第五十条、

第五十二条、第七十

条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依据文号：2011

年2月16日国务院第

144次常务会议通过，

自2011年7月1日起

施行；条款号：第三

条第三款

1.催告责任：对未履行法定义务，下达催告通知书，催告履

行义务以及履行义务的期限、方式和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

权和申辩权。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

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无正当理由的，向行政

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作出强制执行决定，送达行政强制

执行决定书。根据中止和终结执行的适用情形，做出中止或

终结执行决定。

3.执行责任：由公路管理机构强制清除遗洒物、污染物或者

路面障碍。

4.事后监管责任：消除违法行为，做好日常监督检查。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不符合条件的实施行政强制的；

2.因违法实施行政强制，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失的；

3.违反法定权限、程序实施行政强制的；

4.在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5.在行使行政强制权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111
行政

强制

发现车辆超载行

为的，应当立即

予以制止，并采

取相应措施安排

旅客改乘或者强

制卸货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运输条例》；依据

文号：2022 年 3 月 29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

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

的决定》第四次修订；

条款号：第六十一条

1.催告责任：对未履行法定义务，下达催告通知书，催告履

行义务以及履行义务的期限、方式和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

权和申辩权。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

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无正当理由的，向行政

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作出强制执行决定，送达行政强制

执行决定书。根据中止和终结执行的适用情形，做出中止或

终结执行决定。

3.执行责任：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采取相应措施安排旅客改

乘或者强制卸货。

4.事后监管责任：消除违法行为，做好日常监督检查。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不符合条件的实施行政强制的；

2.因违法实施行政强制，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失的；

3.违反法定权限、程序实施行政强制的；

4.在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5.在行使行政强制权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112
行政

强制

对无道路运输证

件、持无效道路

运输证件，又无

法当场提供其他

有效证明的，或

者拒不接受检查

影响道路交通安

全的，可以暂扣

相应车辆或者相

关证件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河北省道路运输管

理例》；依据文号：

2017 年 11月 1 日施

行；条款号：第五十

五条

1.催告责任：对未履行法定义务，下达催告通知书，催告履

行义务以及履行义务的期限、方式和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

权和申辩权。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

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无正当理由的，向行政

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作出强制执行决定，送达行政强制

执行决定书。根据中止和终结执行的适用情形，做出中止或

终结执行决定。

3.执行责任：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暂扣相应车辆或者相关证

件。

4.事后监管责任：消除违法行为，做好日常监督检查。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不符合条件的实施行政强制的；

2.因违法实施行政强制，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失的；

3.违反法定权限、程序实施行政强制的；

4.在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5.在行使行政强制权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113
行政

强制

扣押违法运输的

危险化学品以及

用于违法运输危

险化学品的运输

工具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

理条例》；依据文号：

2013 年 12月 7日《国

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

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条款号：第七条第四

项

1.催告责任：对未履行法定义务，下达催告通知书，催告履

行义务以及履行义务的期限、方式和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

权和申辩权。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

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无正当理由的，向行政

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作出强制执行决定，送达行政强制

执行决定书。根据中止和终结执行的适用情形，做出中止或

终结执行决定。

3.执行责任：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扣押违法运输的危险化学

品以及用于违法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运输工具。

4.事后监管责任：消除违法行为，做好日常监督检查。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不符合条件的实施行政强制的；

2.因违法实施行政强制，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失的；

3.违反法定权限、程序实施行政强制的；

4.在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5.在行使行政强制权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114
行政

强制

查封或者扣押不

符合保障安全生

产的国家标准或

者行业标准的设

施、设备、器材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依据文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于2021

年 6 月 10 日通过，现

予公布，自 2021 年 9

月 1日起施行；条款

号：第六十五条第一

款第四项

1.催告责任：对未履行法定义务，下达催告通知书，催告履

行义务以及履行义务的期限、方式和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

权和申辩权。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

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无正当理由的，向行政

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作出强制执行决定，送达行政强制

执行决定书。根据中止和终结执行的适用情形，做出中止或

终结执行决定。

3.执行责任：查封或者扣押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

或者行业标准的设施、设备、器材。

4.事后监管责任：消除违法行为，做好日常监督检查。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不符合条件的实施行政强制的；

2.因违法实施行政强制，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失的；

3.违反法定权限、程序实施行政强制的；

4.在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5.在行使行政强制权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115
行政

强制

强行拖离未在码

头、泊位或者依

法公布的锚地、

停泊区、作业区

的船舶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

河交通安全管理条

例》；依据文号：根

据 2019 年 3 月 2 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部

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第三次修订；条款号：

第六十九条

1.催告责任：对未履行法定义务，催告履行义务以及履行义

务的期限、方式和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

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无正当理由的，向行政

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作出强制执行决定，送达行政强制

执行决定书。根据中止和终结执行的适用情形，做出中止或

终结执行决定。

3.执行责任：强行拖离未在码头、泊位或者依法公布的锚地、

停泊区、作业区的船舶。

4.事后监管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当事人整改完成

后，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不符合条件的实施行政强制的；

2.因违法实施行政强制，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失的；

3.违反法定权限、程序实施行政强制的；

4.在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5.在行使行政强制权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116
行政

检查

对公路、建筑控

制区、车辆停放

场所、车辆所属

单位等进行监督

检查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依据文号：

2017 年 11月 4 日第

五次修正；条款号：

第七十一条

1.检查责任：对本辖区内公路、建筑控制区、车辆停放场所、

车辆所属单位等进行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限期整改、依法

实施处罚；

3.移送责任：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4.事后监管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当事人整改完成

后，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在检查中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的；

2.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及时整改、不依法实施处罚的；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行政相对人整改完成后，不对

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117
行政

检查

重点在道路运输

及相关业务经营

场所、客货集散、

公路路口对从事

道路运输经营以

及道路运输相关

业务进行监督检

查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运输条例》；依据

文号：2022 年 3 月 29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

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

的决定》第四次修订；

条款号：第五十八条

第二、第三款

1.检查责任：在道路运输及相关业务经营场所、客货集散地

进行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限期整改、依法

实施处罚；

3.移送责任：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4.事后监管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当事人整改完成

后，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在检查中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的；

2.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及时整改、不依法实施处罚的；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行政相对人整改完成后，不对

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118
行政

检查

对客运经营者拟

投入车辆和聘用

驾驶员承诺、进

站承诺履行情况

开展检查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

运站管理规定》；依

据文号：中华人民共

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22 年第 33号；条

款号：第八十八条

1.检查责任：对客运经营者拟投入车辆和聘用驾驶员承诺、

进站承诺履行情况开展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限期整改、依法

实施处罚；

3.移送责任：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4.事后监管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当事人整改完成

后，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在检查中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的；

2.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及时整改、不依法实施处罚的；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行政相对人整改完成后，不对

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119
行政

检查

对道路运输车辆

的技术管理进行

监督检查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道路运输车辆技术

管理规定》；依据文

号：交通运输部令

2022 年第 29号；条

款号：第二十六条第

一款

1.检查责任：对道路运输车辆的技术管理进行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限期整改、依法

实施处罚；

3.移送责任：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4.事后监管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当事人整改完成

后，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在检查中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的；

2.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及时整改、不依法实施处罚的；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行政相对人整改完成后，不对

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120
行政

检查

对内河水上交通

安全情况的监督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内河交通安全管理

条例》；依据文号：

根据2019年3月2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部

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第三次修订；条款号：

第六十二条

1.检查责任：对内河上交通安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限期整改、依法

实施处罚；

3.移送责任：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4.事后监管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当事人整改完成

后，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在检查中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的；

2.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及时整改、不依法实施处罚的；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行政相对人整改完成后，不对

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121
行政

检查

对巡游出租汽车

经营行为进行监

督检查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

服务管理规定》；依

据文号：交通运输部

令 2021 年第 16 号；

条款号：第四十条

1.检查责任：对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限期整改、依法

实施处罚；

3.移送责任：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4.事后监管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当事人整改完成

后，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在检查中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的；

2.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及时整改、不依法实施处罚的；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行政相对人整改完成后，不对

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122
行政

检查

对巡游出租汽车

经营者履行经营

协议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

服务管理规定》；依

据文号：交通运输部

令 2021 年第 16 号；

条款号：第四十一条

1.检查责任：对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履行经营协议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限期整改、依法

实施处罚；

3.移送责任：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4.事后监管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当事人整改完成

后，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在检查中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的；

2.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及时整改、不依法实施处罚的；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行政相对人整改完成后，不对

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123
行政

检查

对公路建设工程

质量进行监督、

检查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

监督管理规定》；依

据文号：交通运输部

令 2017 年第 28 号；

条款号：第四条

1.检查责任：对公路建设工程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限期整改、依法

实施处罚；

3.移送责任：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4.事后监管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当事人整改完成

后，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在检查中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的；

2.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及时整改、不依法实施处罚的；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行政相对人整改完成后，不对

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124
行政

检查

公路工程安全监

督检查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公路水运工程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办法》；

依据文号：交通运输

部令2017年第25号；

条款号：第五条、第

三十四条、第三十五

条、第三十六条、第

三十七条

1.检查责任：对公路工程安全进行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限期整改、依法

实施处罚；

3.移送责任：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4.事后监管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当事人整改完成

后，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在检查中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的；

2.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及时整改、不依法实施处罚的；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行政相对人整改完成后，不对

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125
行政

检查

对公路工程环保

监督检查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河北省大气污染防

治条例》；依据文号：

2016 年 1 月 13日河

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

过，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条款号：

第五条

1.检查责任：对公路工程环保进行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限期整改、依法

实施处罚；

3.移送责任：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4.事后监管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当事人整改完成

后，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在检查中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的；

2.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及时整改、不依法实施处罚的；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行政相对人整改完成后，不对

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126
行政

确认

对在公路桥梁跨

越的河道上下游

各 500 米范围内

依法进行疏浚作

业的公路桥梁安

全确认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依据文号：2011

年2月16日国务院第

144次常务会议通过，

自2011年7月1日起

施行；条款号：第二

十一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织

有关人员对疏浚作业对公路、公路附属设施的影响等进行现

场勘查；现场检查符合要求的，应当通知申请人提供施工作

业安全保障措施和应急预案等。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求

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送达申请人准予行政确认决定书。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常

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行政

确认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确认或者超越法

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确认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确认或者不在法定

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确认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许可违规作业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确认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行政确认、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

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127
行政

确认

公路施工作业验

收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依据文号：国

务院令第 593 号；条

款号：第二十九条第

二款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织

有关人员对施工路段公路、公路附属设施是否达到规定的技

术标准以及施工是否符合保障公路、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

全的要求、是否消除安全隐患等进行现场验收。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求

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送达申请人准予行政确认决定书。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常

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行政

确认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确认或者超越法

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确认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确认或者不在法定

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确认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许可违规作业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确认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行政确认、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

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128
行政

确认

公路工程工地试

验室备案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1.《关于进一步加强

公路水运工程工地试

验室管理工作的意

见》；依据文号：厅

质监字〔2009〕183

号；条款号：第五条

2.《公路水运工程试

验检测管理办法》；

依据文号：交通运输

部令 2016 年第 80 号

《关于修改<公路水

运工程试验检测管理

办法>的决定》修正；

条款号：第二十九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2.审查责任：审核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织有关人员进

行现场检查。组织比对试验，验证检测机构的能力。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求

的，应当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公路工程工地试验室临时

资质证书》，并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公路工程工地试验室临时资质证

书》的单位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

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确认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

当予以确认的不予确认，或者对不应确认的予以确认；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影响质量安全的；

4.从事工地试验室临时资质管理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

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从事工地试验室临时资质管理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

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129
行政

确认

公路工程交工质

量核验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

监督管理规定》；依

据文号：交通运输部

令 2017 年第 28 号；

条款号：第二十五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2.审查责任：审核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织有关人员进

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求

的，应当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出具《工程交工质量核验意见》，

并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工程交工质量核验意见》确认的

单位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

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确认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

当予以确认的不予确认，或者对不应确认的予以确认；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影响质量安全的；

4.从事公路工程交工质量核验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

舞弊、玩忽职守的；

5.从事公路工程交工质量核验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

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130
行政

确认

公路工程竣工质

量复测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

监督管理规定》；依

据文号：交通运输部

令 2017 年第 28 号；

条款号：第二十六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2.审查责任：审核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织有关人员进

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求

的，应当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出具《工程质量鉴定报告》，并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工程质量鉴定报告》确认的单位

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

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确认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

当予以确认的不予确认，或者对不应确认的予以确认；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影响质量安全的；

4.从事公路工程竣工质量复测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

舞弊、玩忽职守的；

5.从事公路工程竣工质量复测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

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131
行政

确认

省内船舶营运证

配发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

例（2017 年修正版）

交通部《水路运输管

理条例实施细则》；

依据文号：中华人民

共和国交通部令2009

年第 6号；条款号：

第十四条;《交通运输

部关于修改《国内水

路运输管理规定》的

决定》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2.审查责任：审核有关材料，符

合要求的，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

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通知

申请人。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船舶营业运输证》，

并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船舶

营业运输证》的单位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

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确认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

当予以确认的不予确认，或者对不应确认的予以确认；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影响质量安全的；

4.从事船舶营业运输证签发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

弊、玩忽职守的；

5.从事船舶营业运输证签发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

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132
行政

确认

船舶最低安全配

员证书核发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

舶最低安全配员规

则》；依据文号：交

通运输部令 2018 年

第 43 号；条款号：第

十一条、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2.审查责任：审核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织有关人员进

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求

的，应当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

并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的单位进

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

销认定证书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确认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

当予以确认的不予确认，或者对不应确认的予以确认；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影响质量安全的；

4.从事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核发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

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从事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核发的工作人员索贿、受

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133
行政

确认

船舶检验证书核

发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

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

例》；依据文号：1993

年国务院令第 109

号；条款号：第七条；

《内河小型船舶检验

技术规则》（2016）；

《河北省内河船长小

于五米船舶检验技术

规则》（2018）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2.审查责任：审核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织有关人员进

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求

的，应当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船舶检验证书》，并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船舶检验证书》的单位进行日常

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

证书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确认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

当予以确认的不予确认，或者对不应确认的予以确认；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影响质量安全的；

4.从事船舶检验证书核发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

弊、玩忽职守的；

5.从事船舶检验证书核发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

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134
行政

确认
船舶名称核准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

舶登记条例》；依据

文号：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155

号；条款号：第十条、

第二十七条、第二十

八条、第三十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审核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织有关人员进

行现场核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求

的，应当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打印《船舶名称核定使用/变更通知

书》，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船舶名称核定使用/变更通知书》

的单位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

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确认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

当予以确认的不予确认，或者对不应确认的予以确认；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从事船舶名称核准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

忽职守的；

5.从事船舶名称核准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

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135
行政

确认

船舶识别号使用

核准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

舶识别号管理规定》；

依据文号：中华人民

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10 年第 4号；条款

号：第二条、第三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审核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织有关人员进

行现场核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求

的，应当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符合条件的，授予船舶识别号；不符合条件的，

不授予识别号并说明理由。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船舶识别号的单位进行日常监督检

查.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确认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

当予以确认的不予确认，或者对不应确认的予以确认；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从事船舶识别号使用核准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

弊、玩忽职守的；

5.从事船舶识别号使用核准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

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136
行政

确认

高速客船操作安

全证书核发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

速客船安全管理规

则》；依据文号：交

通部令 2006 年第 4

号；条款号：第九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审核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织有关人员进

行现场核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求

的，应当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符合条件的，予以签发《高速客船操作安全证

书》；不符合条件的，说明理由。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高速客船操作安全证书》的单位

进行日常监督检查。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确认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

当予以确认的不予确认，或者对不应确认的予以确认；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从事高速客船操作安全证书核发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

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从事高速客船操作安全证书核发的工作人员索贿、受

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137
行政

确认

船员培训合格证

书签发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上交通安全法》；

依据文号：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令第七

号；条款号：第七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

船员条例》；依据文

号：国务院令 726 号；

条款号：第三十五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审核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织有关人员进

行考试；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考试合格的决定；考试不合格

的，应当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考试合格发放《船员培训合格证书》；不符合

条件的，不发放合格证并说明理由。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船员培训合格证书》的个人进行

日常监督检查.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确认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

当予以确认的不予确认，或者对不应确认的予以确认；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从事船员培训合格证书签发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

舞弊、玩忽职守的；

5.从事船员培训合格证书签发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

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138
行政

确认

船舶登记（含所

有权、变更、抵

押权、注销、光

船租赁、废钢船）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

舶登记条例》；依据

文号：国务院令第155

号公布，国务院令第

653 号修正；条款号：

第五条、第八条、第

三十五条、第三十九

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船舶登记办法》（交

通运输部令 2016 年

第 85 号）第三条、四

条、十三条、二十三

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2.审查责任：审核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织工作人员进

行现场勘察；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求

的，应当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证书，并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证书的单位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

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确认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

当予以确认的不予确认，或者对不应确认的予以确认；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从事船舶登记（含所有权、变更、抵押权、注销、光船

租赁、废钢船）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

守的；

5.从事船舶登记（含所有权、变更、抵押权、注销、光船

租赁、废钢船）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

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139
行政

奖励

对出租汽车经营

者和驾驶员先进

事迹的表彰和奖

励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

服务管理规定》；依

据文号：交通运输部

令 2016 年第 64 号；

条款号：第四十四条

1.制定方案责任：在征求上级、综合执法支队及各出租车公

司意见的基础上，科学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

织推荐工作，确定推荐对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并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请市交通运输局研究决定，以市出

租车管理中心名义表彰。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符合条件的申请，违规受理并通过审核，造成不良影

响的；

2.举办表彰奖励活动不规范的；

3.向参评单位和个人收取费用的；

4.未按照规定进行公示的；

5.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造成不良后果的；

6.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140
行政

裁决

裁决客运经营者

发车时间安排纠

纷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

运站管理规定》；依

据文号：中华人民共

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20 年第 17号；条

款号：第七十四条

1.受理责任：公示申请条件、法定期限、需要提供的申请书

及其他资料（申请人及被申请人的基本情况，申请裁决的要

求和理由，有关证据材料等），一次性告知补正的材料，对

符合条件的应当予以受理，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并通知

申请人。

2.审理责任：通知争议的申请人及对方当事人，并要求对方

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答辩书及有关证据材料。道路运

输管理机构对争议的实施、证据材料进行审查，针对疑问情

况或经当事人申请可以组织听证，也派出工作组现场调查了

解情况。

3.裁决责任：根据事实和法律、法规作出裁决，制作并向当

事人送达裁决书。

4.执行责任：裁决生效后，争议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的权属争议裁决申请不予受理、裁决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权属争议裁决申请受理、裁决的；

3.因裁决不当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失的；

4.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进行行政裁决的；

5.符合听证条件、当事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

织听证的；

6.在权属争议裁决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在行政裁决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141 其他
道路运输从业人

员继续教育签注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1.《道路运输从业人

员管理规定》；依据

文号：交通部令 2022

年第 38 号；条款号：

第三十七条

2.《道路运输驾驶员

诚信考核办法》；依

据文号：交运规

〔2022〕6 号；条款

号：第二十三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核责任：审核经营者是否符合《道路运输驾驶员继续教

育办法》的规定。

3.决定责任：核实符合要求后，对道路运输驾驶员进行继续

教育签注。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的；

3.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或在

核发证件工作中造成重大失误的；

5.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142 其他
道路运输从业人

员诚信考核签注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运输条例》；依

据文号：2022 年 3 月

29 国务院令 752 号；

条款号：第二十八条

2.《道路运输从业人

员管理规定》；依据

文号：交通部令 2022

年第 38 号；条款号：

第三十三、三十四条

3.《道路运输驾驶员

诚信考核办法》；依

据文号：交运规

〔2022〕6 号；条款

号：第十三条、第十

八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核责任：审核经营者是否符合《道路运输驾驶员诚信考

核办法》的规定。

3.决定责任：核实符合要求后，对道路运输驾驶员进行诚信

考核签注。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的；

3.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或在

核发证件工作中造成重大失误的；

5.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143 其他
道路运输从业人

员资格证核发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管理规定》；依据文

号：交通部令 2022 年

第 38 号；条款号：第

十九条、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条、第三十一

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核责任：审核经营者是否符合《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

规定》的规定。

3.决定责任：核实符合要求后，对道路运输驾驶员进行初办、

补发、换发、变更从业资格证业务。

4.事后监管：发现在申请办理中提供虚假材料或有其他法定

情形时，依法予以撤销。

5.送达责任：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出征后及时送达

给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的；

3.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或在

核发证件工作中造成重大失误的；

5.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144 其他
道路客运、货运

车辆营运证配发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1.《道路旅客运输及

客运站管理规定》；

依据文号：交通运输

部令2022年第33号；

条款号：第二十五条

2.《道路货物运输及

站场管理规定》；依

据文号：交通运输部

令 2019 年第 17 号；

条款号：第十三条

3.《道路危险货物运

输管理规定》；依据

文号：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42号；条

款号：第十四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2.审查责任：审核有关材料是否符合《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

站管理规定》、《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道路

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规定。

3.决定责任：核实符合要求后，为车辆核发《道路运输证》。

4.事后监管：发现在申请办理中提供虚假材料或有其他法定

情形时，依法予以撤销。

5.送达责任：将证件送达经营者，并公开信息。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的；

3.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或在

核发证件工作中造成重大失误的；

5.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145 其他
客运车辆、货运

车辆年度审验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1.《道路旅客运输及

客运站管理规定》；

依据文号：交通运输

部令2022年第33号；

条款号：第八十三条

2.《道路货物运输及

站场管理规定》；依

据文号：交通运输部

令 2019 年第 17 号；

条款号：第四十九条

3.《道路危险货物运

输管理规定》；依据

文号：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42号；条

款号：第二十一条

4.《道路运输车辆技

术管理规定》；依据

文号：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19号；条

款号：第二十七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2.审查责任：审核有关材料是否

符合《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规定。

2.决定责任：审验符合要求的，在《道路运输证》中注明；

不符合要求的，应当责令限期改正或者办理变更手续。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的；

3.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或在

核发证件工作中造成重大失误的；

5.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146 其他
机动车维修经营

备案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机动车维修管理规

定》；依据文号：交

通运输部令 2021 年

第 18 号；条款号：第

七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对材料不全或者不

符合备案要求的，应当场或者自收到备案材料之日起 5日内

一次性书面通知备案人需要补充的全部内容；依法受理或不

予受理。

2.审查责任：审核有关材料。

3.决定责任：对材料齐全且符合备案要求的应当予以备案，

并编号归档。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按照规定实施备案和黑名单制度的；

2.参与或者变相参与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的；

3.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的；

4.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益的；

5.其他违法违纪行为。

1147 其他

驾驶员培训机构

《培训记录》及

统计资料审查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管理规定》；依据文

号：交通运输部令

2022 年第 32号；条

款号：第四十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核责任。对《培训记录》及统计资料进行严格审查。

3.决定责任。根据审查情况，向社会公布对机动车驾驶员培

训机构的考核结果。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按规定的条件、程序和期限办理业务的；

2.参与或者变相参与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的；

3.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的；

4.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5.有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的。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148 其他
营运客车类型等

级评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关于贯彻落实交通

行业标准<营运客车

类型划分及等级评

定> (JT/T325-2013)

的通知》；依据文号：

交运发〔2013〕448

号；条款号：全文

1.受理责任：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实车测量相关参数。

2.审核责任：道路运输管理部门根据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营

运客车类型及等级核定表参数，依据 JT/T325 营运客车等级

评定性能指标划分评定级别。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按规定的条件、程序和期限办理业务的；

2.参与或者变相参与营运客车经营业务的；

3.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的；

4.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5.有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的。

1149 其他

道路运输经营及

相关业务质量信

誉考核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1.《河北省道路运输

条例》；依据文号：

河北省第十二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自 2017 年 1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条款号：第五十一条

2.《道路旅客运输及

客运站管理规定》；

依据文号：交通运输

部令2022年第33号；

条款号：第五条

3.《机动车维修管理

规定》；依据文号：

经交通运输部令2019

年第 20 号修正；条款

号：第四十三条

4.《机动车驾驶员培

训管理规定》；依据

文号：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51号；条

款号：第四十一条

5.《道路运输企业质

量信誉考核办法（试

行）》；依据文号：

交公路发〔2006〕294

号；条款号：第二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申请人如实报送质

量信誉情况总结及有关材料。

2.审核责任。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根据道路运输企业质量

信誉档案，对道路运输企业报送的质量信誉情况进行核实。

核实结束后，对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等级进行初评，并将

各项考核指标数据和所得分数、初评结果上报地市级道路运

输管理机构。

3.核定等级。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将道路运输企业的各项

考核指标数据和所得分数、初评结果书面通知申请人并公示。

公示结束后进行评定。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的；

3.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或在

核发证件工作中造成重大失误的；

5.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150 其他

规范出租车车

型、车容车貌、

专用设施设备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

服务管理规定》；依

据文号：（交通运输

部令2016年第64号）

条款号：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审查是否符合《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

定》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等条款的规定。

3.决定责任：决定检查是否通过，并当场送达。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管理制度并通过车辆审验方式对出租

车进行检查。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的；

3.参与或者变相参与巡游出租汽车经营的；

4.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151 其他
出租汽车年度审

验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河北省道路运输管

理条例》；依据文号：

2017 年 7 月 28日河

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条款号：第三十

二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经营资质、经营行为、车辆技术状况、保险

情况等进行审查。

3.决定责任：决定审验是否通过，并当场送达。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审验台账，和管理制度每月定期通知

各公司当月应审验的车辆数。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的；

3.参与或者变相参与道路运输经营以及道路运输相关业

务的；

4.违反规定扣留道路运输车辆、道路运输证件的；

5.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6.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152 其他

对在中型以上公

路桥梁跨越的河

道上下游各 1000

米范围内抽取地

下水、架设浮桥

等活动的批准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依据文号：国

务院令第 593 号，自

2011 年 7月 1日起施

行；条款号：第十九

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和现场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

意作业活动的审核意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

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法定告知（不

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决定书，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

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批准或者超越法定职

权作出准予批准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批准或者不在法定期限

内作出准予批准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批准违规作业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批准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批准决定、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

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153 其他

省交通运输厅投

资的汽车客货运

站工程竣工验收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1.《关于做好省政府

第二批公布取消下放

行政审批项目衔接落

实工作的通知》；依

据文号：冀政办

〔2013〕538 号；条

款号：全文；

2.《关于做好省政府

第二批公布取消下放

行政审批项目衔接落

实工作的通知》颁布

机关：省交通运输厅；

实施日期：

2013-06-28；条款号：

全文

3.《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加强基础设施工程

质量管理的通知》；

颁布机关：国务院办

公厅；实施日期：

1999-06-01；条款号：

全文；

4.《关于印发<河北省

汽车客运站竣工验收

暂行办法>的通知》；

依据文号：冀交建字

〔1997〕710 号；条

款号：全文；

5.《关于印发<河北省

汽车客运站竣工验收

暂行办法>的通知》；

颁布机关：河北省交

通厅；实施日期：

1997-06-26；条款号：

全文；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2.审查责任。审核有关材料是否符合要求。

3.决定责任。组织竣工验收，对竣工验收合格的，应按规定

时间及时签发竣工验收批复；对竣工验收中出现的相关问题，

责令项目法人按照竣工验收委员会提出的意见限期整改。

4.送达责任。竣工验收完成后，送达申请人，同时将竣工报

告及竣工验收相关材料报省交通运输厅，抄报省运管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的；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影响工程质量安全

的；

4.从事工程竣工验收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

忽职守的；

5.从事工程竣工验收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

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154 其他
出租汽车驾驶员

从业资格注册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

业资格管理规定》；

依据文号：交通运输

部令2016年第63号；

条款号：第九条、第

十四条、第十六条、

第二十四条、第二十

七条、第三十一条、

三十八条、第三十九

条

1.受理责任：公示告知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核责任：资格证考发、换发及补发： 应符合《出租汽车

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63号部令第十条的条件；资格证

注册：应符合 63 号部令第十八条的条件。继续教育记录签注：

应符合 63号部令第二十四条的条件。

3.决定责任：符合条件的予以办理。不符合条件的当面告知

不予办理的原因。

4.送达责任：将证件送达申请人，按规定备案存档并公开信

息。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台账，随时掌握出租汽车驾驶员各项

业务办理情况。并督促出租公司通知出租汽车驾驶员按时办

理。对不具备 63 号部令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安全运营条

件情形之一的，由发证机关注销或撤销其从业资格证。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的；

3.发现违法行为未及时查处的；

4.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155 其他
市区小型船舶

<12 座以下>备案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河北省小型客船运

输管理规定》；依据

文号：河北省人民政

府令﹝2019﹞第 4

号；条款号：第六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2.审查责任：审核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织有关人员进

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予以备案的决定；不符合要求

的，应当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应当当场出具书面备案回执，并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市区小型客船《12 座以下》报备的

单位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

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的；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156 其他

巡游出租汽车车

辆经营权到期

后，巡游出租汽

车经营者拟继续

从事经营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

服务管理规定》；依

据文号：（交通运输

部令2016年第64号，

自 2016 年 11 月 1 日

起施行）条款号：第

十九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核责任：审核经营者是否符合《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

管理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

3.决定责任：核实符合要求后，为车辆继续核发《道路运输

证》。

4.送达责任：将证件送达经营者，并公开信息。

5.事后监管责任：依据《出租车信誉考核办法》和《出租车

服务规范》等法规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

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的；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157 其他
市区小型水运企

业报备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河北省小型客船运

输管理规定》；依据

文号：河北省人民政

府令﹝2019﹞第 4

号；条款号：第六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2.审查责任：审核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织有关人员进

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求

的，应当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应当当场出具书面备案回执，并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小型水运企业报备的单位进行日常

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

证书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的；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158 其他

巡游出租汽车经

营者许可事项变

更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

服务管理规定》；依

据文号：（交通运输

部令2016年第64号，

自 2016 年 11 月 1 日

起施行）条款号：第

十八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审核经营者是否符合《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

管理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

3.决定责任：核实符合要求后，为车辆变更《道路运输证》。

4.送达责任：将证件送达经营者，并公开信息。

5.事后监管责任：依据《出租车信誉考核办法》和《出租车

服务规范》等法规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

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的；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159 其他

巡游出租汽车经

营者和驾驶员进

行服务质量信誉

考核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1.《巡游出租汽车经

营服务管理规定》；

依据文号：（交通运

输部令 2016 年第 64

号，自 2016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条款号：

第四十一条

2.《出租汽车服务质

量信誉考核办法》；

依据文号：（交运发

〔2018〕58号）条款

号：第十五条、第十

六条、第十七条、第

十九条、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第二十

二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报送的材料进行核实，发现不一致的，

应当组织核查。

3.决定责任：核查结束后，进行初评并公示。公示结束后，

根据申诉和举报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并进行最终评定。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的；

3.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者监管不力的；

4.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160 其他
航行通（警）告

办理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

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

例》；依据文号：中

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

院令第 355 号；条款

号：第四十四条、第

四十五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上水下活动通航安

全管理规定》；依据

文号：中华人民共和

国交通运输部令2019

年第 2号；条款号：

第十四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审核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织有关人员进

行现场核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求

的，应当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符合条件的发放许可决定书；不符合条件的，

不予发放决定书并说明理由。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航行通（警）告决定书的单位进行

日常监督检查.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业务的；

3.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从事海事管理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

守的；

5.从事海事管理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

的；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161 其他

船舶防污染证

书、文书签注

（《程序与布置

手册》《船舶垃

圾管理计划》《过

驳作业计划》《挥

发性有机化合物

管理计划》《消

耗臭氧物质记录

簿》）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防治船舶污染海洋

环境管理条例》；依

据文号：国务院令

﹝2019﹞561号，2018

年修改；条款号：第

十条、第十四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2.审查责任：审核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织有关人员进

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求

的，应当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应当当场出具书面备案回执，并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的船舶防污染证书、文书签注单位

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

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业务的；

3.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者监督不力，影响安全，导致消

费者权益的；

4.从事海事管理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

守的；

5.从事海事管理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

的；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162 其他 客运站站级核定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1.《汽车客运站级别

划分和建设要求》；

依据文号：

JT/T200-2020；条款

号：全文

2.《河北省道路运输

条例》；依据文号：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2017）第 116 号；

条款号：第三十九条

3.《河北省交通运输

厅办公室关于衔接落

实一级、二级车站验

收与评定工作的通

知》；依据文号：冀

交办运﹝2020﹞123

号）；条款号：全文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和现场进行审查组织验收与评

定。

3.决定责任；作出核定或者不核定决定。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业务的；

3.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者监督不力，影响安全，导致消

费者权益的；

4.从事海事管理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

守的；

5.从事海事管理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

的；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163 其他

确认特定时段开

行包车或者加班

车资质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

运站管理规定》；依

据文号：中华人民共

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22 年第 33号；条

款号：第三十六条

1.受理责任：对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

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准予受理。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申办申请项目是否符合申请条件进行

审查。

3.决定责任：作出核定或者不核定决定。对符合条件的车辆

配发临时客运标志牌。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业务的；

3.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从事海事管理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

守的；

5.从事海事管理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

的；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164 其他

小微型客车租赁

经营者质量信誉

考核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

营服务管理办法》；

依据文号：交通运输

部 2020 年第 22 号；

条款号：第二十一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报送的材料进行核实，发现不一致的，

应当组织核查。

3.决定责任：核查结束后，进行初评并公示。公示结束后，

根据申诉和举报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并进行最终评定。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的；

3.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5.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165 其他
小微型客车租赁

经营备案

邢台

市交

通运

输局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

营服务管理办法》；

依据文号：交通运输

部 2020 年第 22 号；

第七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2.审查责任：审核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织有关人员进

行现场勘验。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求

的，应当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应当当场出具书面备案回执，并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小微型客车租赁经报备的单位进行

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认定证书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的；

3.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5.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