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宁县工业和信息化局权力清单（2023 年修订）

一、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名称 基本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

层级
行使内容

1

对开工建设不符合

强制性节能标准的

项目，使用国家明令

淘汰用能设备或生

产工艺的、超过单位

产品能耗限额标准

用能的单位，从事节

能咨询、设计、评估、

检测、认证等服务的

机构提供虚假信息、

未进行节能评估与

审查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等行为的处罚

0202001000 工信部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16 年修正）

第六十八条 负责审批或者核准固定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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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核准建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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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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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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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办法》(2018 年修改)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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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节能行政主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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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节能行政主管部门报请本级人

民政府按照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生产工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节能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使用，没收用能设备；情节严重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节能行

政主管部门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生产用能较高产品的单位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用能，情

节严重的，逾期不治理或者没有达到治理要求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节能行政主管部门报请本

级人民政府按照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

县级

责令停止建设、生产、

使用或没收不符合法律

规定的项目或用能设

备、生产工艺；报请本

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

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相

关项目或生产工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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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



第五十条 从事节能咨询、设计、评估、检测、认证等服务的机构提供虚假信息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节能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2

对被监察单位在节

能主管部门下达的

《限期整改通知书》

所规定的整改期限

内，无正当理由拒不

进行整改的处罚

0202013000 工信部门

【地方政府规章】《宁夏回族自治区节能监察办法》（2011 年自治区政府令第 41号）

第二十九条 被监察单位在节能主管部门下达的《限期整改通知书》所规定的整改期限内，无

正当理由拒不进行整改的，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由节能主管部门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罚款。

县级

由节能主管部门处三千

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

款。

3

对监察单位拒不提

供相关资料、伪造、

隐匿、销毁、篡改有

关材料的处罚

0202014000 工信部门

【地方政府规章】《宁夏回族自治区节能监察办法》（2011 年自治区政府令第 41号）

第二十条 被监察单位应当配合节能监察执法人员实施节能监察，不得拒绝、阻碍，不得隐瞒

事实真相，不得伪造、隐匿、销毁、篡改有关材料。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被监察单位拒不提供相关资料、伪造、隐匿、销毁、篡

改有关材料的，由节能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县级

对违反规定被监察单位

拒不提供相关资料、伪

造、隐匿、销毁、篡改

有关材料的，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的罚款。



4

对非食盐定点生产

企业生产食盐、非食

盐定点批发企业经

营食盐批发业务的

处罚

0202026000 工信部门

【行政法规】《食盐专营办法》（2017 年 12月 2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96 号）

第二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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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非食盐定点批发企业经营食盐批发业务。

县级

对非食盐定点生产企业

生产食盐、非食盐定点

批发企业经营食盐批发

业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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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对食盐定点生产企

业、非食用盐生产企

业未按照本办法规

定保存生产销售记

录；食盐定点批发企

业未按照本办法规

定保存采购销售记

录；食盐定点批发企

业超出国家规定的

范围销售食盐；将非

食用盐产品作为食

盐销售的处罚

0202027000 工信部门

【行政法规】《食盐专营办法》（2017 年 12月 2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96 号）

第二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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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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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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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超出国家规定的范围销售食盐；

（四）将非食用盐产品作为食盐销售。

县级

对食盐定点生产企业、

非食用盐生产企业未按

照本办法规定保存生产

销售记录；食盐定点批

发企业未按照本办法规

定保存采购销售记录；

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超出

国家规定的范围销售食

盐；将非食用盐产品作

为食盐销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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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对食盐定点批发企

业从除食盐定点生

产企业、其他食盐定

点批发企业以外的

单位或者个人购进

食盐；食盐零售单位

从食盐定点批发企

业以外的单位或者

个人购进食盐的处

罚

0202028000 工信部门

【行政法规】《食盐专营办法》（2017 年 12月 2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9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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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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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级

对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从

除食盐定点生产企业、

其他食盐定点批发企业

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购

进食盐；食盐零售单位

从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以

外的单位或者个人购进

食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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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对食盐未按照规定

在外包装上做出标

识的；非食用盐的包

装、标识没有明显区

别于食盐的处罚

0202029000 工信部门

【行政法规】《食盐专营办法》（2017 年 12月 2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9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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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标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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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标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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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级

对未按照本办法第十条

的规定作出标识的，依

据职责分工，责令改正，

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二、行政检查

序号 职权名称 基本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

层级
行使内容

1 节能监督检查 0602002000 工信部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16 年修正）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加强

对节能法律、法规和节能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法用能行为。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办法》（2016 年修正）

第四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节能工作的领导、协调、监督和检查，推动节能工作。自治

区人民政府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以下简称自治区节能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节能监

督管理工作。自治区节能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节能监察机构具体负责节能方面的日常监督检查工

作。设区的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节能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节能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

对节能法律、法规和节能

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

查，依法查处违法用能行

为。



三、行政奖励

序号 职权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部

门
职权依据

行使

层级
行使内容

1 节能违法举报奖励
08020

01000

工信部

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16 年修正）

第六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在节能管理、节能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应用中有显著成绩以及检举严重浪

费能源行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县级

对在节能管理、节能科学技

术研究和推广应用中有显

著成绩以及检举严重浪费

能源行为的单位和个人，给

予表彰和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