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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文旅发〔2021〕 40 号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山西省司法厅
关于开展 2021 年全省文化市场综合行政

执法师资巡讲暨案卷评查的通知

各市文化和旅游局、各市司法局：

为进一步规范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工作，提高

全省文化市场执法案卷质量，加强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伍

专业化建设，更好地发挥案件评查在执法监督中的重要作用，

根据《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办法（试行）》，省文

化和旅游厅、省司法厅拟联合开展全省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

师资巡讲培训暨案卷评查活动，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强化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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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行政意识、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提升案卷制作水平，全力

推动全省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人员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

职业化建设，为我省“十四五”转型出雏型开好局、起好步营

造良好环境，以优异成绩庆祝党的百年华诞。

二、组织领导

此次师资巡讲培训暨案卷评查活动采取“集中授课+案卷

评查”的模式，讲评结合进行。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司法厅组

织成立案卷评查工作小组，共同负责此次案卷评查工作的实

施、监督和指导。省文化和旅游厅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监

督局负责日常联络工作。

三、活动时间及地点

拟 4 月中旬至 7 月下旬，依次在晋中（4 月 19 日-23 日）、

临汾、太原、长治、忻州、晋城、运城七市开展师资巡讲培训

暨案卷评查活动，其他市举办时间另行通知。

四、案卷评查实施步骤

（一）安排部署。案卷评查工作开始前对评查人员进行培

训，统一评查标准，规范评查程序，明确责任分工。

（二）自查阶段。各市、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按照

要求及时将案卷规范整理，立卷归档，根据评查工作的要求和

本实施方案的案件评查标准，进行全面自查、自评、自纠工作。

（三）评查阶段。案卷评查范围为 2019 年 5 月-2021 年 4

月期间立卷归档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案卷。案件评查组按照文

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案卷评查标准规定的评查项目、内容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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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审查标准（有一项内容不符合标准即判为不合格案卷），

审查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案卷，并填写执法案卷评查表（百

分制），最终形成案件评查报告。

（四）总结提高。对优秀案卷进行通报表彰，对评查中发

现的有关问题进行梳理，提出整改意见，并在规定期限内向省

文化和旅游厅提交整改报告。

五、工作要求

（一）各市司法局要加强对此次案卷评查工作的检查指导。

坚持问题导向，评查与指导并重，进一步规范文化市场综合行

政执法文书，提升执法人员案卷制作水平。

（二）各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具体承办此次师资巡讲暨

案卷评查活动，做好收集案卷、安排场地等工作，并确定一

名联络员，于 4 月 19 日 18：00 前将回执表报送邮箱

sxwlzfbs@126.com。

（三）参与巡讲的师资要积极备课，丰实案例，授课采用

AB 角互换、以一带多、手把手面对面的教学方式，切实提高

基层执法人员实操能力。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

联系人：李 艳 18534640606

山西省司法厅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处

联系人：李建斌 18636000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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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合法性审查标准

2.案卷评查计分表

3.案卷评查人员名单

4.联络人回执表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山西省司法厅

2021 年 4 月 15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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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合法性审查标准

一、主体

（一）行政处罚实施主体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不合格执法案卷：

1.实施行政处罚的主体不具备法定权限的；

2.实施行政处罚的执法人员不具有综合行政执法资格的；

3.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等对外送达的文

书没有加盖行政处罚实施机关印章或者印章模糊不清、无法辨

认的；

4.其他不适格的情形。

（二）被处罚主体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不合格执法案卷：

1.被处罚主体认定错误的；

2.被处罚主体不明确且案卷中没有其主体资质证明，无法

确认被处罚主体的；

3.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被处罚主体名

称使用简称或者存在丢字、错字、加字的；

4.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被处罚主体与实际履行处罚的主

体不一致，且无合法理由的；

5.其他不适格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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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实与证据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不合格执法案卷：

（一）没有记载或者没有准确记载违法行为的时间、地点、

情节、程度和危害后果，导致主要违法事实的认定不清楚、不

准确、不全面的；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不具备关联性、合法性和客观性，

导致唯一或者主要证据失效，无法认定违法事实的；

（三）证明主要违法事实的证据不足，无法形成证据链的；

（四）其他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形。

三、法律适用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不合格执法案卷：

（一）案件定性错误的；

（二）认定违法事实、实施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不明确或

者适用法律、法规、规章以外的规范性文件的；

（三）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等对外送达

的文书引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名称或者条、款、项错误的；

（四）擅自增加、减少处罚种类，将非处罚种类列为处罚

种类的；

（五）处罚明显不当，处罚幅度畸轻畸重的；

（六）调查终结、告知、处罚、执行等环节处罚依据、内

容前后不一致，且无合法理由的；

（七）对超过 2 年法定追溯期限的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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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法律适用错误的情形。

四、程序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不合格执法案卷：

（一）未按照立案、调查取证、事先告知、决定、送达、

执行等步骤实施一般程序行政处罚，出现程序缺失或颠倒的；

（二）在进行调查或者检查时，执法人员少于两人或者没

有依法出示执法证件的；

（三）有法定前置程序，却未履行前置程序的；

（四）应送达文书未送达或者送达不合法的；

（五）未依法告知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

权利或者告知不准确的，未依法保障当事人行使陈述权、申辩

权、要求举行听证等权利的；

（六）涉嫌犯罪的，未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调查处理的；

（七）其他导致行政处罚决定无效的程序违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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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案卷评查计分表

案卷名称： 评查时间： 年 月 日

评查项目 评查内容 得分

基本

要求

（14 分）

1.文书中“案由”应当按“违法行为的性质”填写（2）

2.案件调查终结前，在“违法行为的性质”前表述应当加上“涉嫌”两

字（2）

3.对外文书应当编写文号（2）

4.文书中当事人根据案件情况确定为“个人”或者“单位”，“个人”、

“单位”两栏不能同时填写。当事人为个人的，“姓名”应当填写身份

证或者户口簿上的姓名，“住址”应当填写常住地址或者居住地址，“年

龄”应当以公历周岁为准。当事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填写的单位

名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地址等事项应当与工商登记注册等信息

一致（2）

5.文书首页不够填写的可附页记录，并标注页号，由执法人员和当事人

签名并标注日期（2）

6.文书尾部要求签名或者注明日期的，必须准确无误，并由执法人员、

审核人、审批人等手签姓名（2）

7.文书字迹清楚，书面清洁，语言规范、简练、严谨、平实（2）

立案

（6分）

1.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在规定日期内立案（1）

2.案件来源清楚，如日常检查、群众举报、上级交办、部门移送等（1）

3.案情概要规范，其中立案依据应当引用法律、法规、规章全称，并注

明具体条、款、项等（1）

4.有两名以上办案人员的意见（载明程序性立案依据）及签名、日期（1）

5.有承办部门负责人的意见及签名、日期（1）

6.有行政处罚实施机关负责人的审批意见及签名、日期（1）

调查

取证

（35 分）

1.调查文书起始部分有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和依法告知有关权利义务

的文字记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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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查项目 评查内容 得分

调查

取证

（35 分）

笔录

制作

（13 分）

2.有现场检查、调查询问的具体起止时间（年、月、日、时、

分）和地点（2）

3.有当事人或者被询问人的基本情况，当事人委托他人代为

接受调查询问的应当有委托书（1）

4.现场检查笔录应当客观描述现场情况，不得有主观判断或

者提前定性记载；现场采取了拍照、摄像、录音或者证据先

行登记保存等措施的，应当在笔录中注明（2）

5.一份调查询问笔录只能对应 1 名被询问人，调查询问的内

容应包括被询问人对案件相关证据的核实情况（1）

6.现场检查笔录有现场负责人的逐页签名，现场负责人拒绝

在现场检查笔录上签名的，应当有两名以上执法人员签名并

注明情况（2）

7.调查询问笔录必须有被询问人的逐页签名（2）

8.现场负责人或者被询问人认为现场检查笔录或者调查询问

笔录内容无误的，应当在笔录上注明意见，并签名及注明日

期（2）

9.现场检查笔录或者调查询问笔录应当有两名以上执法人员

的逐页签名（1）

其它证据

调取

（11 分）

10.注明证据的证明对象（1）

11.注明取证的具体时间、地点（1）

12.执法人员收集的，注明两名以上取证人员的姓名及执法证

件号（1）

13.有被取证人对所提取证据的意见、签名或者盖章及时间；

被取证人拒绝签名的，应当有两名以上执法人员注明情况（1）

14.视听证据、电子证据除必须具备前述 4项要素外，还必须

注明制作方法（1）

15.必须提取身份证、营业执照、许可证等能证明当事人主体

资格的证据（1）

16.需证据先行登记保存的，应当有行政处罚实施机关负责人

的审批记载（1）

17.抽样取证凭证或者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清单应当详细记载

抽样或者先行登记保存的物品并由当事人和执法人员共同签

名或者盖章（1）

18.对先行登记保存的物品，应当在 7日内作出处理决定（1）

19.需要鉴定的，必须及时送交鉴定（1）

20.证据必须具备关联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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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查项目 评查内容 得分

调查

取证

（35 分）

行政强制

措施

（6分）

21.必须有法律、法规依据（1）

22.实施前应当向行政强制实施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情

况紧急的可依法补办批准手续（1）

23.制作并当场交付查封、扣押决定书和清单（1）

24.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1）

25.延长查封、扣押的期限需经行政强制实施机关负责人批准

且不得超过三十日（1）

26.延长查封、扣押的决定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当事人，并说明

理由（1）

调查

终结

（4分）

27.准确阐述案件事实，列全相关证据（1）

28.写明处罚依据（1）

29.有办案人员的明确处理意见（1）

30.有相关负责人的审批意见（1）

告知

（12 分）

集体讨论

笔录

（4分）

1.有办案人员对案情的简要介绍和初步处理意见（1）

2.有参加讨论人员所发表的意见（1）

3.有明确的结论性意见（1）

4.注明集体讨论的案由、时间、地点、主持人、记录人，参

加讨论人员需签名（1）

事先

告知

（5分）

5.完整、明确、客观描述违法事实（1）

6.列全证据（1）

7.写明拟作出行政处罚的理由和依据（1）

8.明确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或者申请听证的权利（1）

9.注明联系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等（1）

听证

程序

（3分）

10.听证通知书应当写明听证时间、地点、主持人、告知当事

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等（1）

11.听证笔录应当详细记载办案人员对违法事实、证据的认

定，当事人的申辩和质证，以及双方对处罚内容的主要分歧

等（1）

12.听证意见书应当简要介绍案件基本情况，办案人员对案件

事实的认定、相关证据、理由以及处理意见，当事人陈述申

辩理由和要求。听证主持人应当在综合听证双方意见基础上

明确提出处理意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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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查项目 评查内容 得分

决定

（15 分）

1.注明当事人基本情况（2）

2.客观陈述违法事实（1）

3.列举事实认定的主要证据（2）

4.注明处罚的法律依据名称和具体的条、款、项（4）

5.明确行政处罚的种类、幅度且种类、幅度的确定符合相关自由裁量权

行使规定（4）

6.告知履行方式（1）

7.告知救济途径（1）

送达

（4分）

1.注明受送达人、送达文书名称及文号以及送达时间、地点等内容（1）

2.注明送达方式（1）

3.直接送达的，受送达人应当签名或者盖章（1）

4.行政处罚决定书除当场送达外，应当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 7 日

内送达（1）

执行

（5分）

1.给予罚款的行政处罚，应当出具省级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或

者缴款单（1）

2.没收财物的应当有合法票据和物品清单（1）

3.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应当向当事人发出催告书（1）

4.催告书送达十日后当事人仍未履行义务的，依法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1）

5.责令当事人停业整顿的，应当有复查记录（1）

结案

（1分）

1.结案报告应当注明案由、当事人基本信息、立案日期、办案人员、案

情概要、处罚决定书字号及处罚内容、处罚执行情况、办案人员意见及

相关审批意见等（1）

归档

（8分）

1.一案一卷（分正副卷的除外）（0.5）

2.使用统一规范的封面（0.5）

3.卷内目录填写规范（1）

4.卷内文书载体统一用国际标准 A4 型纸。过大的材料应当按卷宗大小先

对折再向外折叠，小页纸应当用国际标准 A4 型纸托裱（1）

5.卷内文书按归档顺序排列（1）

6.卷内文书逐页编号。页号一律用阿拉伯数字编写在有文字正面的右上

角、背面的左上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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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查项目 评查内容 得分

归档

（8分）

7.卷内文书装订整齐，文书上的订书钉等金属物应当剔除（1）

8.卷内文字应当使用蓝黑色、黑色钢笔或者签字笔书写（1）

9.不便附卷保存的证物或者录音、录像、照片等声像档案资料，应当在备

考表中注明录制的内容、数量、时间、地点、责任人及存放地点等内容（1）

评查人员签名： 总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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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案卷评查人员名单

姓名 单位及职务 联系方式

张献波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文化和旅游市场
综合执法监督局 副局长 13546365059

孙 刚 太原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
办公法纪综合科 负责人 13333466013

来晋军 长治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
执法五队负责人 15513136622

王殿磊 太原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
监控中心负责人

13333466171

唐 瑜 长治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
执法七队负责人

15235556668

解志刚 临汾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中队长 18603570676

李建斌 山西省司法厅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处
四级调研员

18636000485

张宗仁
山西省司法厅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处

三级主任科员 18535175583

王义龙 太原市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科 科长 13934212304

亢国春 忻州市司法局执法监督科 科长 13934002443

王 利 晋中市司法局执法监督科 科长 19935456080

张 韬 长治市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科 科长 18635519999

刘春婵 临汾市司法局执法监督科 科长 13453691758

王 伦 晋城市司法局执法监督科 科长 17535689108

滕 晓 运城市司法局执法监督科 科长 1335348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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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各市联络人回执表
填报单位： 报送时间：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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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2021 年 4月 1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