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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通过法定途径处理
信访投诉请求清单

一、申诉求决类投诉请求

申诉求决，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据法律法规或组织

章程规定，向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申诉，要

求重新做出处理或解决矛盾纠纷。

（一）不服市工业和信息化委作出的行政许可行为。

1.具体投诉请求：不服市工业和信息化委作出的以下行政许

可行为（４项见下表）：

序

号
行政许可行为内容 业务类别

01
年综合能耗 5000吨至 10000吨标煤固定资

产项目评估审查
节能管理

02 无线电频率许可

无线电管理03 无线电台站设置许可

04 无线电呼号许可

2.法定途径：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3.主要政策法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f4a532190fd74ca19cf436b29cf956c8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f4a532190fd74ca19cf436b29cf956c8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8417a12eb91b4d2c81130b9829b035cf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430d6865ae7b47c5844b692c72a1e459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a446bdfaf7d2484e870707453e12e3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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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

条例》、《云南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等。

（二）不服市工业和信息化委作出的行政确认行为。

1.具体投诉请求：不服市工业和信息化委作出的以下行政确

认行为（１项见下表）：

序号 行政确认行为内容 业务类别

01 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 技术创新

2.法定途径：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民事诉讼。

3.主要政策法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云南省认定企业技术中

心管理办法》等。

二、揭发控告类投诉请求

揭发控告，是指向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反映公民、法人或

其他组织违法违纪事实或提供线索，要求依法制止、惩处或赔偿。

（一）检举控告违法行为，要求工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行为。

1.投诉的违法行为（72 项见下表）

序号 行政处罚行为内容 业务类别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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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能管理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1a57264d74f94d6ca491836c5cdbf5dc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fdf0b98f60cb46269c79d0c1343eb19c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fdf0b98f60cb46269c79d0c1343eb19c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fdf0b98f60cb46269c79d0c1343eb1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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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管理

02
对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或者生产工

艺的处罚

03
对生产单位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用能

的处罚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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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

05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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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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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

07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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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的处罚

08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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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

09
对违反云南省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例的行为

进行处罚

10

对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违反规定研

制、生产、进口无线电发射设备，干扰无线电

业务，随意变更核定项目，发送和接收与工作

无关的信号，不遵守频率管理的有关规定，擅

自出租、转让频率等行为实施的处罚

无线电管

理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c7ac8495a191443b8954fb6d7910c500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c7ac8495a191443b8954fb6d7910c500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ebb814d447da413cbe3134324eea61af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ebb814d447da413cbe3134324eea61af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4fba5a4c07df4870ad1e7c1fdc6e739c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4fba5a4c07df4870ad1e7c1fdc6e739c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94a640417ba44ec19a53711a62f0db02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94a640417ba44ec19a53711a62f0db02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80726058cad842228ccdfc875e34fef7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80726058cad842228ccdfc875e34fef7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5d68f8b2b5094e56867233801610f5fa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5d68f8b2b5094e56867233801610f5fa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5d68f8b2b5094e56867233801610f5fa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77b5d8b2f314429ea93da3fcfed0ccf4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77b5d8b2f314429ea93da3fcfed0ccf4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77b5d8b2f314429ea93da3fcfed0ccf4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7a384d67f29040bab28d82417d60f978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7a384d67f29040bab28d82417d60f978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88b84fae829746e09f8cac98d0c92d72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88b84fae829746e09f8cac98d0c92d72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88b84fae829746e09f8cac98d0c92d72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88b84fae829746e09f8cac98d0c92d72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88b84fae829746e09f8cac98d0c92d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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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对擅自开采保安煤柱或者采用危及相邻煤矿

安全生产的危险方法进行采矿作业的处罚

煤炭行业

管理、煤炭

安全监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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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定，投入保证

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致使生产经营单位不

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处罚

13
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

产管理职责的处罚

1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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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安全生产培训不符

合规定的处罚

15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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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

16
对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维护、检测、改造

和报废不符合规定或未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

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的处罚

17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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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罚

18
对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

的处罚

19
对重大危险作业未建立专门安全管理制度、未

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的的处罚

20 对重大危险源未制定应急预案的处罚

21 对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处罚

22
对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

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

或者个人的处罚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7667cf206939437ebd92713ab0ab3be9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7667cf206939437ebd92713ab0ab3b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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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行业

管理、煤炭

安全监管

23
对生产经营单位与从业人员订立协议，免除或

者减轻其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依

法应承担的责任的处罚

24
对拒绝、阻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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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对存在重大安全生产隐患和行为的处罚

26 对煤矿无证照或者证照不全从事生产的处罚

27
对被责令停产整顿的煤矿擅自从事生产的处

罚

28
对未建立并实施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和报

告制度的处罚

29
对未按国家规定带班下井，或下井登记档案虚

假的处罚

30
对未免费为每位职工发放煤矿职工安全手册

的处罚

31
对未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对煤矿井下作业人员

进行安全培训或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的处

罚

32
对未制定应急预案或者未按照应急预案采取

预防措施，导致事故救援不力或者造成严重后

果的处罚

33 对发生事故而没有煤矿领导带班下井的处罚

34
对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人员谎报或者瞒报

事故，伪造或者故意破坏事故现场，转移、隐

匿资金、财产等行为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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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行业

管理、煤炭

安全监管

35
对防治水机构设置不全或者专业技术人员配

备不齐的处罚

36 对水害未查清进行采掘活动的处罚

37
对在各类防隔水煤（岩）柱中进行采掘活动、

顶水作业的处罚

38
对矿井未依照规定编制含有相应的防治水内

容的井田地质报告、建井设计和建井地质报

告，矿井防治水图件不齐全的处罚

39 对未按规定观测、分析、上报突水事故的处罚

40
对未依照规定进行设计、施工、竣工验收投入

使用水闸墙的处罚

41
对矿井水文地质条件不清或发现异常未采取

防隔水措施进行掘进和回采的处罚

42 对采掘工作面未依照规定进行探放水的处罚

43 对未依照规定使用探放水钻机探放水的处罚

44
对提出建议、批评、举报和控告的从业人员打

击报复的处罚

45 对非食盐定点生产企业生产食盐的处罚

消费品工

业

46 对未经批准生产新品种食盐的处罚

47
对未取得食盐批发许可证、食盐代理批发许可

证、经营食盐批发业务的处罚

48
对生产加工不合格包装标识的两碱工业用盐

的处罚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d01ae7b1acfb4d5d968384aeeb305dac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d01ae7b1acfb4d5d968384aeeb305dac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4e04d614e14a40e9a8239488c7ff559b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8086ca8027b846e6874aeb8047ed5003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8086ca8027b846e6874aeb8047ed5003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291d576890e24df2b842cf4b2df9266a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291d576890e24df2b842cf4b2df9266a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291d576890e24df2b842cf4b2df9266a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79857a1e79534afa95fc8b32139e4ae7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3d58309b7dcd4658a8de187828b24bc1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3d58309b7dcd4658a8de187828b24bc1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c0ee89496fb64178b6a7a5263c5bc40d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c0ee89496fb64178b6a7a5263c5bc40d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1f2dfc6bc372450089dd17cb0895637b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c1c998e7ad5e4ed9ae91e32a4b5008ea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8ca2d90fcbd54166bd7a1fa9db971f43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2fd7b6ae88d748a0934b06b47fb3aeb8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2fd7b6ae88d748a0934b06b47fb3aeb8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84868f35618b4667b0ddf68489373d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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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工

业

49 对擅自分装加工小包装食盐的处罚

50
对特种食盐与其他地区的食盐相互流通的处

罚

51
对食盐与有毒、有害物质混放或者同载运输的

处罚

52
对食盐批发企业、食盐代理批发企业不按照许

可证规定的销售范围批发食盐的处罚

53
对食盐零售单位和受委托代销食盐的个体工

商户、代购代销店以及食品加工用盐的单位未

按规定渠道购进食盐的处罚

54 对将非食用盐作为食盐销售的处罚

55 对无食盐准运证托运或者自运食盐的处罚

56 对一般工业用盐和其他用盐无准运证的处罚

57
明知生产、销售假冒伪劣盐产品而为其提供运

输、保管、仓储等便利条件的处罚

58 对利用井矿盐卤水晒制、熬制食盐的处罚

59
对胁迫、指使、教唆、协助他人窃电或者向他

人传授窃电方法及生产、销售、提供窃电装置

的处罚

交通物流

电力保障

60 对擅自减少农业和农村用电指标的处罚

61 对未经供电企业委托擅自转供电的处罚

62
对未经批准在距电力设施外围水平距离 500
米范围内进行爆破作业的处罚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3d17b5e2df234de3a23e3eb393145edb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59c96bca5ea84b93b8fe256fa313f8cd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59c96bca5ea84b93b8fe256fa313f8cd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ba058f2d2c1b47458b1d96615bf0c692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ba058f2d2c1b47458b1d96615bf0c692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f0752fa8d1ad4f418cbc81e83944f9c7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f0752fa8d1ad4f418cbc81e83944f9c7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7cbf656a79894210b2eb3751b6f1c5ef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7cbf656a79894210b2eb3751b6f1c5ef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7cbf656a79894210b2eb3751b6f1c5ef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123b7386ac3443728beae97807331a42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5fa254de2b1e4b5599295ac62303c924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7ecea7689fdd4f75913c1767803e00d5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d41f271aaa1a4cd5906644011cab71d0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d41f271aaa1a4cd5906644011cab71d0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d1e60fc9031745d7b123f49a72c8b805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67906192d7b745f4add97cc4e3a2c0b9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67906192d7b745f4add97cc4e3a2c0b9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67906192d7b745f4add97cc4e3a2c0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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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物流

电力保障

63 对从事危害发电设施、变电设施行为的处罚

64 对从事危害电力线路设施行为的处罚

65
对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从事可能危及电

力线路及人员安全行为的处罚

66
对在架空电力线路杆塔、拉线基础保护区内取

土、挖沙、采石、打桩、钻探、开挖或者倾倒

腐蚀性化学物品的处罚

67
对违规在电力设施保护区以外，进行可能危及

架空电力线路杆塔、拉线基础安全作业的处罚

68
对在发电厂、变电站专用的水、油、气、灰、

渣、煤等输送管道（沟）、专用道路保护区内

开展非法活动的处罚

69 对从事危害电力设施建设行为的处罚

70
对阻扰、妨碍电力设施产权人依法对电力设施

进行维护、检修和事故抢修的处罚

71 对电力设施产权人有关违法行为的处罚

72
对在地下电缆保护区内堆放矿渣和易燃易爆

物，倾倒腐蚀性化学物品、兴建建筑物、构筑

物、垃圾场或者种植树木、竹子的处罚

2.法定途径：行政处罚举报。

3.主要政策法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云

南省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e0a10d1ed40f49edb8bf624fbb882d02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13eac3960cf54fa492ff884eba836f2f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003e9800f84242b5a85f583c024b7a70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003e9800f84242b5a85f583c024b7a70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ac7d1995cc294cc58cb9160c07cf092c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ac7d1995cc294cc58cb9160c07cf092c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ac7d1995cc294cc58cb9160c07cf092c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ca2357215079495b93fce4f86ccf202d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ca2357215079495b93fce4f86ccf202d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42c37d2639854673bcfab39dbb38d1b4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42c37d2639854673bcfab39dbb38d1b4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42c37d2639854673bcfab39dbb38d1b4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1e9bd8ef132b4b41812423a164a656b1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8e233887f0554f21bae80cde7ea2b59a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8e233887f0554f21bae80cde7ea2b59a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b2771a55b78f4285af478cb8d5dcbc4a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15a087e094c242db80e19c5227f792b8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15a087e094c242db80e19c5227f792b8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15a087e094c242db80e19c5227f792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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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煤

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监督检查规定》、《食盐专营办法》、《云

南省盐业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云南省电

力设施保护条例》等。

（二）检举控告违法行为，要求工信部门作出行政强制行为。

1.投诉的违法行为（4 项见下表）

序号 行政强制行为内容 业务类别

01 无线电反干扰

无线电管

理

02
拆除对无线电频率造成有害干扰设施、

设备

03 封存或者暂扣无线电发射设备

04 无线电管制

2.法定途径：行政强制举报。

3.主要政策法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

《云南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等。

（三）检举控告违法行为，要求工信部门作出行政征收行为。

1.投诉的违法行为（1 项见下表）

编号 行政征收行为内容 业务类别

01 无线电频率占用费征收 无线电管理

2.法定途径：行政征收举报。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78aaca0d003946f988ee3e0e59b61ed9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ec67d8f3394f4dde812e993f9e03f259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ec67d8f3394f4dde812e993f9e03f259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c04d74f107ef458c92a27fbc5c17aac0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4fb6cfe296ac4dfaa22487549cdbc129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050c3b0b5c7f4589b94787a251ad5b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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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政策法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

《云南省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例》等。

（四）检举工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

1.具体投诉请求：

反映工信部门工作人员旷工或因公外出逾期不归造成不良

影响；违反法定权限实施行政许可；违反规定办理招标投标；违

反规定向法人摊派或收取财物等。

2.法定途径：行政监察举报。

3.主要政策法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行

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

（五）检举工信部门党员干部违规违纪问题。

1.具体投诉请求:

反映党员干部热衷虚名造政绩、树“形象”，脱离实际，脱离

群众；买官买官，任人唯亲，违规提拔干部；插手工程建设项目，

为亲属或关系户谋取利益；多占住房、超标配车，公款吃喝旅游，

生活奢靡等。

2.法定途径：纪律检查举报。

3.主要政策法规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

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控告申诉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

拔任用工作条例》等。

三、信息公开类投诉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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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公开，是指行政机关应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申

请，依法公开由其在履职过程中制定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

录、保存的信息。

（一）申请信息公开的，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4 条

规定，应向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信息公开工作

机构提出。

（二）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根据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33条第 1 款规定，可以向上级行政机

关、监察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

（三）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

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33 条第 2 款

规定，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