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州市生恣環境 局
行政執法委托跡 波
委托単位 :募 州市 生恣不境局
法定代表人 :毛 元尤
受委托単位 :赤 州市臭 江 生恣不境鰊合行 IFX仇 法局
法定代表人 :沈 恙勇
力 了逃 一歩規 苑和カロ張生恣不境 行 政仇法工作 ,依 法挽 立
行政抗 法委托単位 均受委托単位 的枚利和文券 ,根 据 《中準人
民共和国行政丈 調法》、 《中学人 民共和国不境保 ゲ法》、 《不
境行政炎 調亦 法》 、 《不境 監察亦法》 、 《江赤省行政程序規
定》等 法律 、法規 、規章和規疱性 文件 的規定 ,亦 州市 生恣不
境 局杵臭 江行政 区域 内部分 生恣不境 行 IEX仇 法 杖委托 亦州市臭
口下
江生恣不境繰合行 IEX抗 法局行使 ,lll洪 女

:

一、実施行政委托仇法 的事項
1、

具体 承担受委托 区域 内生恣不境不保机法事項 ,以 沐州

生恣
市 生恣不境 局 的銘文 ,負 責依 法査 炎受委托行 IFX区 域 内的
II、
、
不境逹 法行力 ,依 法行使 委托叔 限内的監督栓 査 調 査取
責今 改正 、行 IEX丈 調等枚力 。
2、

生恣不
完成赤州市生恣不境局 、駐各 地生恣不境 局和市

,

境妹合行政仇法局交 亦 的其他 工作 。
二 、実施行政委托机法 的枚限
1、

監督栓査 枚 。対受委托行政 区域 内羽1放 汚染物的企立事

立単位和其他 生声 埜 菅者行使監督栓査枚 。
2、

調査取江枚 。対渉嫌逹反生恣不境辻法行力逃行 江据牧

集和 固定 等。
3、

責今 改正杖 。友現公 民、法人 和其他俎鉄有生恣不境逹

法行力的,有 枚要求其 立 日
F改 正或 限期改正。
4、

行政炎罰枚 。対 生恣不境逹法行力実施行政炎欄,制 作 、

呈llL、 送速生恣不境行政丈調 (合 接 日逹須丈蜀 )告 郊ギ 、決
定 ギ等炎調相美文ギ。
5、

其他枚力 。実施 限制生声 、停声整治等行政措施 。

三、委托机法責任
(一 )委 托単位
1、

指早和上督受委托単位在委托枚限疱El内 以委托 単位名

又実施行 IFI仇 法行力
2、

;

対受委托単位 因逍法早致条件借浜所声生的法律后呆 由

委托 単位承担 ,委 托単位承担相泣 責任后 ,可 以根据受委托人
的if̲借 責任大小 ,依 法予以追責
3、

;

対受委托単位逍法或者不通 当的行政仇法行力予以多
‖正

或者撤硝 ;受 委托 単位ミ法実施行 IEX抗 法行力造成芦重后呆的

,

委托単位 可以解除委托 仇法協洪

;

4、

俎須受委托単位仇法人 員参カロ省 、市俎鉄的抗 法姿格培

切1及 相美立券 学 ヨ,井 接照規定力其 申亦行政仇法II件
5、

;

力受委托単位提供相美資料及規疱的行政仇法文ギ 、表

格。
(二 )受 委托単位
1、

2、

只能在委托枚限和 疱国内実施行政仇法行力

在履行行 IEX仇 法行力叶,必 須 出示有数的行政仇法II件

井按 法律程序実施行 IEX仇 法行力
3、

;

;

主功接受委托単位 的指早和監督 ,参 均和 配合委托単位

的行 IEX抗 法工作
5、

,

不得再委托其他任何 俎鉄或者企人実施委托単位 委托的

行IFX机 法行力
4、

;

;

声格接 照委托仇法 的有美規定 ,以 委托単位 的名文十1作

行政抗法文ギ

;

6、

及吋 向委托単位ギ面扱告年度 仇法情況報告和在委托行

IFX仇 法辻程 中存在 的同題 。

四、委托期限
八 2021年 1月 1日 至 2021年 12月 31曰 止 。本委托ギ姪
双方 法定代表 人答字井カロ監単位公 章え 曰起 生数 ,在 委托期限
内被 委托単位 法定代表 人友 生交功的 ,不 影噛本 格洪 的継 須履
合
行 。至12021年 12月 31日 前由委托単位 逃行 中核 ,経 常核符
。
条件的重新答iJ委 托ギ;経 常核 不符合条件 的取消委托

受一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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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