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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执法项目

大类
审核的具体执法决定事项 依据

1 行政处罚

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单位开

工建设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

项目或者将该项目投入生产、使

用的处罚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16 年修订本）

第六十八条负责审批政府投资项目的机关违反本法规定，对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予以批准

建设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单位开

工建设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或者将该项目投入生产、使用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

停止建设或者停止生产、使用，限期改造；不能改造或者逾期不改造的生产性项目，由管理节能工

作的部门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

2 行政处罚

对拒绝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现场检查的

处罚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 年修正本）

第七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拒绝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部门现场检查的，由执行现场检查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或者在检

查时弄虚作假的，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3 行政处罚

对工业企业无偿向本单位职工提

供能源或者对能源消费实行包费

制的处罚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16 年修订本）

第七十七条违反本法规定，无偿向本单位职工提供能源或者对能源消费实行包费制的，由管理节能

工作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4 行政处罚
对节能服务机构提供虚假信息的

处罚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16 年修订本）

第七十六条从事节能咨询、设计、评估、检测、审计、认证等服务的机构提供虚假信息的，由管理

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5 行政处罚
对工业企业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

用能设备或者生产工艺的处罚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16 年修订本）

第七十一条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或者生产工艺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停止使用，

没收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情节严重的，可以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提出意见，报请本级人民

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

6 行政处罚

对工业重点用能单位未按规定设

立能源管理岗位，聘任能源管理

负责人，并报管理节能工作的部

门和有关部门备案的处罚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16 年修订本）

第八十四条重点用能单位未按照本法规定设立能源管理岗位，聘任能源管理负责人，并报管理节能

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

元以下罚款。

7 行政处罚

对工业重点用能单位未按规定报

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或者报告内

容不实的处罚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16 年修订本）

第八十二条重点用能单位未按照本法规定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或者报告内容不实的，由管理节能

工作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8 行政处罚
对工业生产单位超过单位产品能

耗限额标准用能的处罚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16 年修订本）

第七十二条生产单位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用能，情节严重，经限期治理逾期不治理或者没有

达到治理要求的，可以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提出意见，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

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

9 行政处罚

对重点用能单位位无正当理由拒

不落实检查部门的整改要求或者

整改没有达到要求的处罚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16 年修订本）

第八十三条重点用能单位无正当理由拒不落实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整改要求或者整改没有达到要

求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处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10 行政处罚

对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未通过

节能审查或未落实节能审查意见

的行政处罚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16 年）第六十八条第二款：“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

设单位开工建设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或者将该项目投入生产、使用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

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止生产、使用，限期改造；不能改造或者逾期不改造的生产性项目，由管

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

审查办法》国家发改委 2016 年第 44 号令第十二条：国家发展改革委实施全国节能审查信息动态监

管，对各地节能审查实施情况进行定期巡查，对重大项目节能审查意见落实情况进行不定期抽查，

对违法违规问题进行公开，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第十三条：对未按本办法规定进行节能审查，或

节能审查未获通过，擅自开工建设或擅自投入生产、使用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由节能审查机关责

令停止建设或停止生产、使用，限期改造；不能改造或逾期不改造的生产性项目，由节能审查机关

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并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以拆分项目、

提供虚假材料等不正当手段通过节能审查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由节能审查机关撤销项目的节能审

查意见。未落实节能审查意见要求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机关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整改。不

能改正或逾期不改正的，节能审查机关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实施办法（暂行）>的通知》（内发改规范环资字〔1417〕号）第十五条：对未按本办法规定进行节

能审查，或节能审查未获通过，擅自开工建设或擅自投入生产、使用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由相应

的节能审查机关责令停止建设或停止生产、使用，限期改造；不能改造或逾期不改造的生产性项目，

由节能审查机关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并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以拆分项目、提供虚假材料等不正当手段通过节能审查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由节能审查机关撤销

项目的节能审查意见。未落实节能审查意见要求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机关责令建设单位

限期整改。不能改正或逾期不改正的，节能审查机关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内蒙古

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办法》第三十二条：“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经济和信息化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业节能管理工作”。



11 行政处罚
对非食盐定点生产企业生产食盐

违法行为的处罚

《食盐专营办法》第八条“国家实行食盐定点生产制度。非食盐定点生产企业不得生产食盐。”第

二十六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盐业主管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

生产经营的食盐和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食盐货值金额不足 1 万元的，可以处 5万元以下的罚

款；货值金额 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5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一）非食盐定点生产企业

生产食盐；…。”

12 行政处罚
对非食盐定点批发企业经营食盐

批发业务违法行为的处罚

《食盐专营办法》第十二条“国家实行食盐定点批发制度。非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不得经营食盐批发

业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盐业主管部门予以取缔，

没收违法生产经营的食盐和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食盐货值金额不足 1 万元的，可以处 5 万元

以下的罚款；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二）非食盐定

点批发企业经营食盐批发业务。”

13 行政处罚

对食盐定点生产企业、非食用盐

生产企业未按照规定保存生产销

售记录违法行为的处罚

《食盐专营办法》第十条“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和非食用盐生产企业应当建立生产销售记录制度，如

实记录并保存相关凭证。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年。食盐应当按照规定在外包装上做出标

识，非食用盐的包装、标识应当明显区别于食盐。”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盐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5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产停业整顿，直至吊销食盐定点生产、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证书：（一）食盐定点生产企业、非食

用盐生产企业未按照本办法规定保存生产销售记录；…”

14 行政处罚

对食盐定点批发企业未按照规定

保存采购销售记录违法行为的处

罚

《食盐专营办法》第十五条“食盐定点批发企业应当建立采购销售记录制度，如实记录并保存相关

凭证。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 年。”第二十七条第二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盐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5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直至吊销食盐定点生产、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证书：…（二）食盐定点批发企业未按照本办

法规定保存采购销售记录；…”

15 行政处罚

对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超出国家规

定的范围销售食盐违法行为的处

罚

《食盐专营办法》第十四条“食盐定点批发企业应当从食盐定点生产企业或者其他食盐定点批发企

业购进食盐，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销售。食盐定点批发企业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销售食盐，任何单

位或者个人不得阻止或者限制。”第二十七条第三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盐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5000 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

至吊销食盐定点生产、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证书：…（三）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超出国家规定的范围销



售食盐；…”

16 行政处罚
对将非食用盐产品作为食盐销售

违法行为的处罚

《食盐专营办法》第十九条“禁止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盐。禁止将下列产品作为食盐销售：

（一）液体盐（含天然卤水）；（二）工业用盐和其他非食用盐；（三）利用盐土、硝土或者工业

废渣、废液制作的盐；（四）利用井矿盐卤水熬制的盐；（五）外包装上无标识或者标识不符合国

家有关规定的盐。”第二十七条第四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盐业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处 5000 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吊销食盐定

点生产、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证书：…（四）将非食用盐产品作为食盐销售。…”

17 行政处罚

对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从除食盐定

点生产企业、其他食盐定点批发

企业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购进食

盐违法行为的处罚

《食盐专营办法》第十四条“食盐定点批发企业应当从食盐定点生产企业或者其他食盐定点批发企

业购进食盐，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销售。食盐定点批发企业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销售食盐，任何单

位或者个人不得阻止或者限制。”第二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盐业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购进的食盐，可以处违法购进的食盐货值金额 3 倍以下的罚款：（一）

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从除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其他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购进食

盐；…”

18 行政处罚

对食盐零售单位从食盐定点批发

企业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购进食

盐违法行为的处罚

《食盐专营办法》第十六条“食盐零售单位应当从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购进食盐。”第二十八条“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盐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购进的食盐，可以处

违法购进的食盐货值金额 3 倍以下的罚款：…（二）食盐零售单位从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以外的单位

或者个人购进食盐。”

19 行政处罚

对生产企业在食盐、非食盐外包

装上未按照规定做出标识违法行

为的处罚

《食盐专营办法》第十条第二款“…食盐应当按照规定在外包装上做出标识，非食用盐的包装、标

识应当明显区别于食盐。”第二十九条“未按照本办法第十条的规定做出标识的，由有关主管部门

依据职责分工，责令改正，可以处 5万元以下的罚款。”

20 行政处罚

对食盐定点生产企业、食盐定点

批发企业违反规定聘用人员违法

行为的处罚

《食盐专营办法》）第三十一条“食盐定点生产企业、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违反本办法的规定，被处

以吊销食盐定点生产、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证书行政处罚的，其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自处罚决定做出之日起 5年内不得从事食盐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不得担任食盐定

点生产企业、食盐定点批发企业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食盐定点生产企业、食盐定点批

发企业违反前款规定聘用人员的，由盐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吊销其食盐定点生产、



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证书。”

21 行政处罚

对擅自开办碘盐加工企业或者未

经批准从事碘盐批发业务违法行

为的处罚

《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第七条“从事碘盐加工的盐业企业，应当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盐业主管机构指定，并取得同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卫生许可后，报国务院盐业主

管机构批准。”第十七条“经营碘盐批发业务的企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盐业主管机

构审批。碘盐批发企业应当从国务院盐业主管机构批准的碘盐加工企业进货。经营碘盐零售业务的

单位和个人，应当从碘盐批发企业进货，不得从未经批准的单位和个人购进碘盐。”第二十四条“违

反本条例的规定，擅自开办碘盐加工企业或者未经批准从事碘盐批发业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盐业主管机构责令停止加工或者批发碘盐，没收全部碘盐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该盐产品价值 3 倍

以下的罚款。”

22 行政处罚
对加工、批发不合格碘盐违法行

为的处罚

《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碘盐的加工企业、批发企业违反本条例的规定，

加工、批发不合格碘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盐业主管机构责令停止出售、并责令责任者按照国

家规定标准对食盐补碘，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该盐产品价值 3 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对

加工企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盐业主管机构报请国务院盐业主管机构批准后，取消其

碘盐加工资格;对批发企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盐业主管机构取消其碘盐批发资格。”

23 行政处罚

对在缺碘地区的食用盐市场销售

不合格碘盐或者擅自销售非碘盐

违法行为的处罚

《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在缺碘地区的食用盐市场

销售不合格碘盐或者擅自销售非碘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盐业主管机构没收其经营的全部盐产

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该盐产品价值 3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4 行政处罚

对未按照规定在专用仓库设置技

术防范设施等违反民用爆炸物品

储存管理规定行为的行政处罚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2006 年国务院令第 466 号公布，2014 年《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

政法规的决定》修订）第四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

管部门、公安机关按照职责责令限期改正，可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可

以并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一）未按照规定在专用仓库设置技术防范

设施的；（二）未按照规定建立出入库检查、登记制度或者收存和发放民用爆炸物品，致使账物不

符的；（三）超量储存、在非专用仓库储存或者违反储存标准和规范储存民用爆炸物品的；（四）

有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违反民用爆炸物品储存管理规定行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