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双公示”目录
法人和其他组织
序号

承办机构

行政职权类别

项目名称

子项

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1997 年主席令第 91 号）第 7
章；
2、《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2000 年国务院令 279 号）第 8
章；
3、《河北省建筑条例》（2004
年河北省十届人大九次会议）第
62、63 条；
4、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2001 年建设部令第 91 号）第
10、11、12、13 条；
5、
《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

1

稽查办

行政处罚

工程建设违

（2000 年建设部令第 80 号）第

法行为处罚

18 条；
6、《关于修改〈房屋建筑工程和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管理办法〉的决定》（2009 年建
设部令第 2 号）第 9、10、11 条；
7、《河北省建筑工程材料设备使
用管理规定》（2007 年河北省政
府令第 14 号）第 29、30 条；
8、《邯郸市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
土管理条例》（邯郸市市人大常
委会 2005.7.18 公告）第 24 条；
9、《邯郸市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
保障办法》（2013 年邯郸市政府
令第 145 号）第 21 条。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2007 年修订主席令第 77 号）第
79、80 条；
2、《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
（2005 年建设部令第 143 号）第
25、26、27 条；
2

稽查办

行政处罚

墙材革新与建筑节能违法
行为处罚

3、《河北省民用建筑节能条例》
（2009 年省人大常委会 17 号公
告）第 47-51 条；
4、《邯郸市粉煤灰综合利用管理
条例》（1998 年河北省人大批准，
1999 年 1 月 18 日施行）第 19 条；
5、《邯郸市民用建筑节能管理办
法》（2009 年市政府令第 131 号）
第 30、31、32、32 条。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002 年主席令第 70 号）第 80
至 93 条；
2、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2004
年国务院令第 397 号）第 19 至 22

3

稽查办

行政处罚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违法行

条；

为处罚

3、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2003 年国务院令第 393 号）第
7 章；
4、《邯郸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行政处罚办法》（2004 年邯郸
市政府令 104 号）第 5 至 23 条；
1、《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
例》（1998 年国务院令第 248 号）
第 35 条；

4

稽查办

行政处罚

房地产市场违
法行为处罚

2、《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
定》（2000 年建设部令第 77 号）
第 19、20 条；
3、《河北省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
管理规定》（2004 年河北省人民
政府令第 3 号）第 32 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建设工程大气污染防治违
规行为处罚
5

稽查办

行政处罚

治法》（2015 年 8 月 29 日第十二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第六十九条、
第一百一十五条。2、《邯郸市主
城区大气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邯
郸市人民政府令 108 号）第二十
四条、第四十五条

《城市绿化条例》（国务院令第
100 号）第二十六条至二十九条；
《河北省城市绿化管理条例》第
6

稽查办

行政处罚

三十四条至四十三条；《河北省

违反城市园林绿化管理规

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河北

定的处罚

省人民政府令[2011]第 23 号）第
五十一条至五十三条;《 市城市
绿化条例》第二十七条至三十五
条

未取得建设工程
7

规划监督检查科

行政处罚

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

第六十四条

进行建设的处罚
城市新建民用建筑，违反国

8

人防办

行政处罚

家 有关规定不修建战时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第 四

用于防 空的地下室或未按

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之规定。《河

应建防空地 下室建筑面积

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防空

和规定标准缴纳 易地建设

法>办法》第三十一条之 规定。

费

自然人
序号

承办机构

行政职权类别

项目名称

子项

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1997 年主席令第 91 号）第 7
章；
2、《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2000 年国务院令 279 号）第 8
章；
3、《河北省建筑条例》（2004
年河北省十届人大九次会议）第
62、63 条；

1

稽查办

行政处罚

工程建设违

4、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法行为处罚

（2001 年建设部令第 91 号）第
10、11、12、13 条；
5、
《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
（2000 年建设部令第 80 号）第
18 条；
6、《关于修改〈房屋建筑工程和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管理办法〉的决定》（2009 年建
设部令第 2 号）第 9、10、11 条；
7、《河北省建筑工程材料设备使

用管理规定》（2007 年河北省政
府令第 14 号）第 29、30 条；
8、《邯郸市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
土管理条例》（邯郸市市人大常
委会 2005.7.18 公告）第 24 条；
9、《邯郸市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
保障办法》（2013 年邯郸市政府
令第 145 号）第 21 条。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2007 年修订主席令第 77 号）第
79、80 条；
2、《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
（2005 年建设部令第 143 号）第
25、26、27 条；
2

稽查办

行政处罚

墙材革新与建筑节能违法
行为处罚

3、《河北省民用建筑节能条例》
（2009 年省人大常委会 17 号公
告）第 47-51 条；
4、《邯郸市粉煤灰综合利用管理
条例》（1998 年河北省人大批准，
1999 年 1 月 18 日施行）第 19 条；
5、《邯郸市民用建筑节能管理办
法》（2009 年市政府令第 131 号）
第 30、31、32、32 条。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002 年主席令第 70 号）第 80
至 93 条；

3

稽查办

行政处罚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违法行
为处罚

2、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2004
年国务院令第 397 号）第 19 至 22
条；
3、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2003 年国务院令第 393 号）第
7 章；

4、《邯郸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行政处罚办法》（2004 年邯郸
市政府令 104 号）第 5 至 23 条；

1、《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
例》（1998 年国务院令第 248 号）
第 35 条；
4

稽查办

行政处罚

房地产市场违
法行为处罚

2、《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
定》（2000 年建设部令第 77 号）
第 19、20 条；
3、《河北省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
管理规定》（2004 年河北省人民
政府令第 3 号）第 32 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建设工程大气污染防治违
规行为处罚
5

稽查办

行政处罚

治法》（2015 年 8 月 29 日第十二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第六十九条、
第一百一十五条。2、《邯郸市主
城区大气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邯
郸市人民政府令 108 号）第二十
四条、第四十五条
《城市绿化条例》（国务院令第
100 号）第二十六条至二十九条；
《河北省城市绿化管理条例》第

6

稽查办

行政处罚

违反城市园林绿化管理规
定的处罚

三十四条至四十三条；《河北省
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河北
省人民政府令[2011]第 23 号）第
五十一条至五十三条;《 市城市
绿化条例》第二十七条至三十五
条

未取得建设工程
7

规划监督检查科

行政处罚

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

第六十四条

进行建设的处罚
城市新建民用建筑，违反国
家 有关规定不修建战时可
8

人防办

行政处罚

用于防 空的地下室或未按
应建防空地 下室建筑面积
和规定标准缴纳 易地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第 四
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之规定。《河
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防空
法>办法》第三十一条之 规定。

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