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设施的

强制拆除

职权类型 行政强制（执行） 实施机关 新城管委会

实施依据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三十七条 凡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由城市

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有关单位

和个人限期改造或者拆除;逾期未改造或者未拆除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强

制拆除，并可处以罚款。

责任事项

1.告知阶段责任：经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调查或者规划部门认定，对不符合城市容

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作出责令限期改造或者拆除的告知书，

告知限期改造或者拆除的期限，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听取当事

人陈述和申辩，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记录、复核。当事人提出

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

2.决定阶段责任：当事人在告知期限内未改造或者未拆除的，作出限期（改造）

拆除决定书，载明当事人享有的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3.催告阶段责任：在行政执法决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未改造或者未拆除

的，制作催告书，催告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自行改造或者拆除建筑物或者设施，

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4.执行阶段责任：经催告，当事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履行行政执法决定的，经新

城管委会批准后，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进行公告，并组织强制拆除。

5.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责任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城市市容和环

境卫生管理条例》

备 注 流程图



对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设施的强制拆除流程图

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

施，作出责令有关单位和个人限期改造或者拆除的告知

书

逾期未改造或者未拆除的，制作责令

限期（改造）拆除决定书，报法制机

构审核后报机关负责人审批

催告：当事人在法定期限未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制作并送

达催告书

制作并送达强制拆除建筑物、设

施决定书

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且无正当理由的，

报新城管委会批准后，进行强制拆除公告

实施强制拆除

行政强制执行笔录由当事人或见

证人签名

有关文书、材料以及结案

报告立卷归档



对违法户外广告设施逾期不拆的强制拆除

职权类型 行政强制（执行） 实施机关 新城管委会

实施依据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三十七条 凡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由城

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有关单

位和个人限期改造或者拆除;逾期未改造或者未拆除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

准，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

强制拆除，并可处以罚款。

《西安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条例》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户外广告设施逾期不拆除的，由城管执法部门强

制拆除，拆除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责任事项

1.告知阶段：户外广告设施不符合户外广告设置管理规定，调查终结后，作出责

令限期拆除的告知书，告知限期拆除的期限，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

权。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记录、复核。

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

2.决定阶段：当事人在告知期限内未拆除的，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载明当事人

享有的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3.催告阶段：在行政执法决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未拆除的，制作催告书，

催告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自行拆除，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4.执行阶段：经催告，当事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履行行政执法决定的，经新城管

委会批准后，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进行公告，并组织强制拆除。

5.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责任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城市市容和环

境卫生管理条例》 《西安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条例》

备 注 流程图



对违法户外广告设施逾期不拆的强制拆除流程图

发现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户外广告设

施，作出责令有关单位和个人限期改造或者拆除的告知

书

逾期未拆除的，制作责令限期拆除决

定书，报法制机构审核后报机关负责

人审批

催告：当事人在法定期限未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制作并送

达催告书

制作并送达强制拆除决定书

实施强制拆除

行政强制执行笔录由当事人或见

证人签名

有关文书、材料以及结案

报告立卷归档

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且无正当理由的，

报新城管委会批准后，进行强制拆除公告



对违法建设的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

职权类型 行政强制 实施机关 新城管委会

实施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六十八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

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

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

《西安市城乡规划条例》

第七十一条 规划行政管理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

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的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

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有关部门也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强制拆除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由违法建设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

第七十五条 违法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逃避处罚或者变更住址无法送达相关

法律文书的，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违法建设所在地的公共媒体发布公告，公

告期不得少于二十日。公告期满不接受处理的，由规划行政管理部门报经同级人

民政府批准后，强制拆除。

责任事项

1.告知阶段：收到规划部门违法建设认定函，进行现场核查和调查取证，调查终

结后，作出限期拆除告知书，告知拆除的期限，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

辩权。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记录、复

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

2.决定阶段：当事人在告知期限内未拆除的，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载明当事人

享有的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3.催告阶段：在行政执法决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未拆除的，制作催告书，

催告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自行拆除建违法建设，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和申

辩的权利。



4.执行阶段：经催告，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仍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履行行政执

法决定的，经新城管委会批准后，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实施查封施工现场，或者

进行强制拆除公告后，作出行政强制拆除执行决定，组织强制拆除。

5.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责任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乡规划法》《西安市城乡规划条例》

备 注 流程图



对违法建设的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流程图

规划部门认定移交的违法建设，经调查核实后，作出限

期拆除的告知书

逾期未拆除的，制作责令限期拆除决

定书，报法制机构审核后报机关负责

人审批

催告：当事人在法定期限未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制作并送

达催告书

制作并送达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

定书

当事人不停止违法建设，或者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

且无正当理由的，报新城管委会批准后，实施查封施工现场，或者作

出强制拆除公告

实施强制拆除

行政强制执行笔录由当事人或见

证人签名

有关文书、材料以及结案

报告立卷归档



对违反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管理规定活动有关物品和工具的

扣押

职权类型 行政强制（措施） 实施机关 西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实施依据

《陕西省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管理条例》

第五十三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违法行为，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制止无效的，可以

扣押违法活动的物品和工具；围攻、殴打执法人员、妨碍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

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扣押物品和工具时必须开具扣押凭证，违法行为处理完毕后应当及时返还。

责任事项

1.调查阶段：发现违反《陕西省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管理条例》有关规定，执法人

员对违法行为及时制止但制止无效的，进行视频记录和调查取证。

2.审批阶段：填写《扣押物品审批表》，报机关负责人批准，决定实施强制措施。

情况紧急，需要当场实施查封、扣押等强制措施的，执法人员应当在 24 小时内

向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办批准手续。

3.实施阶段：制作并当场交付扣押决定书和清单；告知行政强制的理由、依据以

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力和救济途径，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4.延长和解除阶段：需要延长扣押期限的，执法人员应当制作《延长扣押期限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扣押期限届满后，应当及时解除扣

押决定，将扣押的物品和工具返还当事人。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后续监督管理。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责任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陕西省城市市

政公用设施管理条例》

备 注 流程图



解除行政强制措

施

对违反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管理规定活动有关物品和工具的扣押流程图

发现违反《陕西省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管理条例》有关规

定，执法人员对违法行为及时制止但制止无效的，进行

视频记录和调查取证

机关负责

人审批

当场实行行政强制

措施（扣押违法活动

物品、工具）

不予强制

作出扣押决定书并

交付当事人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作出处理

决定

24 小时内报负责人

事后请示审批

返还财物、物品

移送司法机关

没收、销毁

书面告知当事人

结案

特别程序：延长强

制措施
书面告知当事人



对擅自在市政工程设施范围内堆放物料、摆摊设点、施工作

业、搭建棚房等行为作出限期排除妨害、恢复原状的决定

逾期不履行的代履行

职权类型 行政强制（执行） 实施机关 西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实施依据

《西安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条例》

第六十五条 擅自在市政工程设施范围内堆放物料、摆设摊点、施工作业、搭建

棚房的，市政工程设施管理部门可以作出责令当事人限期排除妨害、恢复原状的

决定；情节严重的，没收从事违法活动的工具和物品；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经催

告仍不履行，市政工程设施管理部门可以代履行或者委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

代履行，所需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责任事项

1.审查催告阶段：审查当事人是否逾期不履行限期排除妨害、恢复原状的决定；

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制作催告书。

2.决定阶段：听取当事人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记录和

复核，做出是否采取强制措施的决定，制作代履行决定书。

3.实施阶段：送达执法文书，实施代履行或委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

4.事后监管：检查设施情况。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责任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西安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条例》

备 注 流程图



对擅自在市政工程设施范围内堆放物料、摆摊设点、施工作业、搭建棚房等行为

作出限期排除妨害、恢复原状的决定逾期不履行的代履行流程图

擅自在市政工程设施范围内堆放物料、摆摊设点、施工

作业、搭建棚房等行为作出限期排除妨害、恢复原状的

决定逾期不履行的情形

制作《行政强制执行审批表》报法制

机构审核后报机关负责人审批

催告：当事人在法定期限未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制作并送

达催告书，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等权

利

制作并送达《代履行决定书》

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

且无正当理由的，作出行政强制

执行（代履行）决定

实施强制执行

《行政强制执行笔录》由当事人

或见证人、代履行人签名

有关文书、材料以及结案

报告立卷归档

制作《行政强制执行

（中止、终结、恢复）

决定书》

当事人在期限内自觉履行

义务，或执行的情形消失，

可以解除执行或终止执行



擅自占用城镇绿地或者到期未归还、不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

职权类型 行政强制（执行） 实施机关 西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实施依据

《陕西省城镇绿化条例》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擅自占用城镇绿地或者到期未归还、

不恢复原状的，由城镇绿化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归还、恢复原状；逾期仍未归还或

者不恢复原状的，按照占用面积每平方米每天处十元以上二十元以下罚款。

《西安市城市绿化条例》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园林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

止侵害，并由城管执法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

（一）擅自占用城市绿地或者经批准占用，期满后仍占用的，责令限期改正，恢

复原貌，补交绿地补偿金，并按照占用面积处以每平方米每天 20 元的罚款。

责任事项

1.审查催告阶段：审查当事人是否逾期不履行限期恢复原状的决定；催告当事人

履行义务，制作催告书。

2.决定阶段：听取当事人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记录和

复核，做出是否采取强制措施的决定，制作代履行决定书。

3.实施阶段：送达执法文书，实施代履行或委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

4.事后监管：检查设施情况。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责任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陕西省城镇绿

化条例》《西安市城市绿化条例》

备 注 流程图



擅自占用城镇绿地或者到期未归还、不恢复原状的强制执行流程图

擅自占用城镇绿地或者到期未归还、不恢复原状的，作

出限期恢复原状的决定

当事人逾期不恢复原状的，制作《行

政强制执行审批表》报法制机构审核

后报机关负责人审批

催告：当事人在法定期限未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制作并送

达催告书，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等权

利

制作并送达《行政强制执行（恢

复原状）决定书》

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

且无正当理由的，作出行政强制

决定书

实施强制执行

《行政强制执行笔录》由当事人

或见证人、代履行人签名

有关文书、材料以及结案

报告立卷归档

制作《行政强制执行

（中止、终结、恢复）

决定书》

当事人在期限内自觉履行

义务，或执行的情形消失，

可以解除执行或终止执行



对破坏绿地的恢复原状

职权类型 行政强制（执行） 实施机关 西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实施依据

《陕西省城镇绿化条例》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镇绿化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侵害、恢复原状，并可以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

赔偿损失：（一）增设构筑物和其他设施，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二）

借用树木作为支撑物或者固定物、在树木上悬挂物体，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

的罚款；（三）在树旁和绿地内倾倒垃圾或者有害液体或者堆放杂物，处三百元

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四）擅自在绿地内设置广告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

以下的罚款；（五）在绿地内取土、焚烧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西安市城市绿化条例》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停止侵害、恢

复原状，并可以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一）擅

自搭建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处以 5000 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二）

借用树木作为支撑物或者固定物、在树木上悬挂物体的，处以 100 元以上 500 元

以下罚款；（三）倾倒垃圾、有害液体或者堆放杂物的，处以 3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罚款；（四）取土、焚烧的，处以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五）

擅自设置广告的，处以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六）擅自拆除绿篱、花

坛或者铲除草坪的，责令限期恢复，并处以每平方米 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

款；（七）摆摊设点、停放车辆或者污染、损坏建筑小品及游艺、休息、浇灌、

照明等绿化附属设施的，处以 3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罚款。

责任事项

1.审查催告阶段：审查当事人是否逾期不履行限期恢复原状的决定；催告当事人

履行义务，制作催告书。

2.决定阶段：听取当事人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记录和

复核，做出是否采取强制措施的决定，制作代履行决定书。



3.实施阶段：送达执法文书，实施代履行或委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

4.事后监管：检查设施情况。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责任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城市市容和环

境卫生管理条例》

备 注 流程图



对破坏绿地的恢复原状流程图

擅自占用城镇绿地或者到期未归还、不恢复原状的，作

出限期恢复原状的决定

当事人逾期不恢复原状的，制作《行

政强制执行审批表》报法制机构审核

后报机关负责人审批

催告：当事人在法定期限未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制作并送

达催告书，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等权

利

制作并送达《行政强制执行（恢

复原状）决定书》

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

且无正当理由的，作出行政强制

决定书

实施强制执行

《行政强制执行笔录》由当事人

或见证人、代履行人签名

有关文书、材料以及结案

报告立卷归档

制作《行政强制执行

（中止、终结、恢复）

决定书》

当事人在期限内自觉履行

义务，或执行的情形消失，

可以解除执行或终止执行



对未实施临时绿化的代为绿化

职权类型 行政强制（执行） 实施机关 西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实施依据

《西安市城市绿化条例》

第二十二条 半年内未开工建设的建设工程项目用地，土地使用权人和建设单位

应当按照园林行政管理部门的要求实施临时绿化。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未按照规定进行临时绿化的，由园林

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城管执法部门处以 2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并由园林行政管理部门代为绿化，绿化费用由国有土地使用权人

或者建设单位承担。

责任事项

1.审查催告阶段：审查当事人是否逾期未实施临时绿化的决定；催告当事人履行

义务，制作催告书。

2.决定阶段：听取当事人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记录和

复核，做出是否采取强制措施的决定，制作代履行决定书。

3.实施阶段：送达执法文书，实施代履行或委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

4.事后监管：检查设施情况。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责任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城市市容和环

境卫生管理条例》

备 注 流程图



对未实施临时绿化的代为绿化流程图

未按照规定进行临时绿化的，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情形

制作《行政强制执行审批表》报法制

机构审核后报机关负责人审批

催告：当事人在法定期限未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制作并送

达催告书，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等权

利

制作并送达《代履行决定书》

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

且无正当理由的，作出行政强制

执行（代履行）决定

实施强制执行

《行政强制执行笔录》由当事人

或见证人、代履行人签名

有关文书、材料以及结案

报告立卷归档

制作《行政强制执行

（中止、终结、恢复）

决定书》

当事人在期限内自觉履行

义务，或执行的情形消失，

可以解除执行或终止执行



对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大气污染，或者有关证据可能灭失

或者被隐匿的有关设施、设备、物品采取查封、扣押等行政

强制措施

职权类型 行政强制（措施） 实施机关 西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实施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三十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大气污染物，

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大气污染，或者有关证据可能灭失或者被隐匿的，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可

以对有关设施、设备、物品采取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

责任事项

1.发现责任：发现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

施查封、扣押办法》（环保部令第 29 号，2014 年 12 月 19 日公布）适用条件的，

报告本单位负责人；

2.审批责任：填写《查封扣押物品审批表》，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批准，决定实

施强制手段；

3.实施责任：制作并当场交付查封、扣押决定书和清单；告知行政强制的理由、

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力和救济途径，使用本部门公章的封条或者异地封

存；

4.解除责任：在违反规定改正后，及时解除查封、扣押决定，将查封、扣押的设

施、设备返还；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后续监督管理；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责任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备 注 流程图



解除行政强制措

施

对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大气污染，或者有关证据可能灭失或者被隐匿的有关

设施、设备、物品采取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

出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大气污染物，造成或者可能

造成严重大气污染，或者有关证据可能灭失或者被隐匿

的情形。

请示
当场实行行政强制

措施（扣押违法活动

物品、工具）

不予强制

决定实施强制措施

交付决定书、通知

书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作出处理

决定

拟定事件说明并在

24 小时内报负责人

事后请示审批

返还物品或给予

补偿

移送司法机关

没收、销毁

书面告知当事人

结案

特别程序：延长强

制措施
书面告知当事人



对在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公路标志以外的其他标志的强制

拆除

职权类型 行政强制（执行） 实施机关 西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实施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第五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批准，不

得在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公路标志以外的其他标志。

第七十九条 违反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在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公路标志以外的

其他标志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可以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

拆除的，由交通主管部门拆除，有关费用由设置者负担。

责任事项

1.告知阶段：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对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修建建筑物、地面构筑物

或者擅自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进行调查取证，调查终结后，作出限期拆除告知

书，告知拆除的期限，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听取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记录、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

理由和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

2.决定阶段：当事人在告知期限内未拆除的，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载明当事人

享有的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3.催告阶段：在行政执法决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未拆除的，制作催告书，

催告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自行拆除建违法建设，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和申

辩的权利。

4.执行阶段：经催告，当事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履行行政执法决定的，由综合行

政执法部门作出强制拆除公告和行政强制拆除执行决定，组织强制拆除。

5.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责任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路法》

备 注 流程图



对在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公路标志以外的其他标志的强制拆除流程图

在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公路标志以外的其他标志的，由

交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逾期未拆除的，需要强制

执行的

制作《行政强制执行审批表》报法制

机构审核后报机关负责人审批

催告：当事人在法定期限未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制作

并送达《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告知

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等权利

制作并送达《限期拆除违法的建

筑物、构筑物、设施决定书》和

《强制拆除违法的建筑物、构筑

物、设施的公告》

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

且无正当理由的，制作并送达

《行政强制决定书》

实施强制拆除

《行政强制执行笔录》由当事人

或见证人、代履行人签名

有关文书、材料以及结案

报告立卷归档

制作《行政强制执行

（中止、终结、恢复）

决定书》

当事人在期限内自觉履行

义务，或执行的情形消失，

可以解除执行或终止执行



对未经批准进行超限运输的车辆进行扣留或者强制拖离

职权类型 行政强制（措施） 实施机关 西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实施依据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第六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路管理机构强制拖离

或者扣留车辆，处 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采取故意堵塞固定超限检测站点通行车道、强行通过固定超限检测站点等

方式扰乱超限检测秩序的；

（二）采取短途驳载等方式逃避超限检测的。

责任事项

1.调查阶段：发现违反《公路安全保护条例》有关规定，进行视频记录和调查取

证。

2.审批阶段：填写《扣押物品审批表》，报机关负责人批准，决定实施强制措施。

情况紧急，需要当场实施查封、扣押等强制措施的，执法人员应当在 24 小时内

向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办批准手续。

3.实施阶段：制作并当场交付扣押决定书和清单；告知行政强制的理由、依据以

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力和救济途径，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4.延长和解除阶段：需要延长扣押期限的，执法人员应当制作《延长扣押期限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扣押期限届满后，应当及时解除扣

押决定，将扣押的物品和工具返还当事人。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后续监督管理。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责任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公路安全保护

条例》

备 注 流程图



解除行政强制措

施

对未经批准进行超限运输的车辆进行扣留或者强制拖离流程图

发现法定禁止的未经批准进行超限运输的车辆的情形

请示
当场实行行政强制

措施（扣押违法活动

物品、工具）

不予强制

决定实施强制措施

交付决定书、通知

书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作出处理

决定

拟定事件说明并在

24 小时内报负责人

事后请示审批

返还物品或给予

补偿

移送司法机关

没收、销毁

书面告知当事人

结案

特别程序：延长强

制措施
书面告知当事人



对没有车辆营运证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证明的车辆予

以暂扣

职权类型 行政强制（措施） 实施机关 西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实施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令 2012 年第 628 号）

第六十二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实施道路运输监督检查过程中，对

没有车辆营运证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证明的车辆予以暂扣的，应当妥善保

管，不得使用，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保管费用。

《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机构暂扣

非法营运车辆，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 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向社会公布

非法经营者及其车辆号牌：

（一）未取得出租汽车经营权非法营运的；

（二）未依法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从事出租汽车营

运的；

（三）伪造、涂改出租汽车经营权证书、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出租汽车道路运

输证的。

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机构决定暂扣车辆的，应当向当事人出具决定书并妥善保管被

扣车辆。当事人应当在三十日内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当事人接受处理的，出租

汽车行业管理机构应当立即归还车辆；当事人在六十日内不接受处理，又不申请

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经催告仍不履行的，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机构可以将

被扣车辆依法拍卖，抵缴罚款；抵缴罚款后有剩余的，应当退还当事人。

责任事项

1.调查阶段：发现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有关规定，没有车辆营

运证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证明的，进行视频记录和调查取证。

2.审批阶段：填写《扣押物品审批表》，报机关负责人批准，决定实施强制措施。

情况紧急，需要当场实施查封、扣押等强制措施的，执法人员应当在 24 小时内



向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办批准手续。

3.实施阶段：制作并当场交付扣押决定书和清单；告知行政强制的理由、依据以

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力和救济途径，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4.延长和解除阶段：需要延长扣押期限的，执法人员应当制作《延长扣押期限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扣押期限届满后，应当及时解除扣

押决定，将扣押的物品和工具返还当事人。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后续监督管理。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责任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运输条例》《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

备 注 流程图



解除行政强制措

施

对没有车辆营运证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证明的车辆予以暂扣流程图

对发现没有车辆营运证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

效证明的车辆的情形

请示
当场实行行政强制

措施（扣押违法活动

物品、工具）

不予强制

决定实施强制措施

交付决定书、通知

书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作出处理

决定

拟定事件说明并在

24 小时内报负责人

事后请示审批

返还财物、物品

或给予补偿

移送司法机关

没收、销毁

书面告知当事人

结案

特别程序：延长强

制措施
书面告知当事人



对扣押的财物实施拍卖或者依法处理

职权类型 行政强制（执行） 实施机关 西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实施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四十六条第三款 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但是，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经催告仍不

履行的，在实施行政管理过程中已经采取查封、扣押措施的行政机关，可以将查

封、扣押的财物依法拍卖抵缴罚款。

第七十条 法律、行政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在法定授权范围

内，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强制，适用本法有关行政机关的规定。

责任事项

1.催告责任：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制作催告书，并

予以公告；

2.决定责任：听取当事人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记录和

复核，做出是否采取强制执行的决定，制作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

3.执行责任：送达执法文书，实施强制执行或委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

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4.公告责任：做出是否采取强制执行的决定，制作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并予以

公告。

5.事后监管责任：检查是否按照保持方案确定逾期不拆除的强制拆除等情况。

6.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责任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城市市容和环

境卫生管理条例》

备 注 流程图



对扣押的财物实施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流程图

出现行政强制措施中扣押的财物需要处理的情形

制作《行政强制执行审批表》报法制

机构审核后报机关负责人审批

催告：当事人在法定期限未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制作

并送达《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告知

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等权利

制作并送达《代履行决定书》

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

且无正当理由的，制作并送达

《行政强制决定书》

实施拍卖等

《行政强制执行笔录》由当事人

或见证人、代履行人签名

有关文书、材料以及结案

报告立卷归档

制作《行政强制执行

（中止、终结、恢复）

决定书》

当事人在期限内自觉履行

义务，或执行的情形消失，

可以解除执行或终止执行



对在内河通航水域的航道内养殖、种植的植物、水生物或者

设置的永久性固定设施的强制清除

职权类型 行政强制（执行） 实施机关 西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实施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第七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在内河通航水域的航道内养殖、种植植物、

水生物或者设置永久性固定设施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予以强制清除，因清除发生的费用由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承担。

责任事项

1.审查催告阶段：审查当事人是否逾期未对内河通航水域的航道内养殖、种植植

物、水生物或者设置永久性固定设施的进行清理的；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制作

催告书。

2.决定阶段：听取当事人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记录和

复核，做出是否采取强制措施的决定，制作代履行决定书。

3.实施阶段：送达执法文书，实施代履行或委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

4.事后监管：检查设施情况。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责任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备 注 流程图



对在内河通航水域的航道内养殖、种植的植物、水生物或者设置的

永久性固定设施的强制清除流程图

发现在内河通航水域的航道内养殖、种植的植物、水生

物或者设置的永久性固定设施，需要强制清除的情形

制作《行政强制执行审批表》报法制

机构审核后报机关负责人审批

催告：当事人在法定期限未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制作并送

达催告书，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等权

利

制作并送达《代履行决定书》

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

且无正当理由的，作出行政强制

执行（代履行）决定

实施强制执行

《行政强制执行笔录》由当事人

或见证人、代履行人签名

有关文书、材料以及结案

报告立卷归档

制作《行政强制执行

（中止、终结、恢复）

决定书》

当事人在期限内自觉履行

义务，或执行的情形消失，

可以解除执行或终止执行



对内河通航水域中的沉没物、漂流物、搁浅物强制设置标

志或者组织打捞清除

职权类型 行政强制（执行） 实施机关 西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实施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第七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内河通航水域中的沉没物、漂流物、搁浅物的

所有人或者经营人，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标志或者未在规定的时间内打捞清

除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海事管理机构强制设置标

志或者组织打捞清除；需要立即组织打捞清除的，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及时组织打

捞清除。海事管理机构因设置标志或者打捞清除发生的费用，由沉没物、漂流物、

搁浅物的所有人或者经营人承担。

责任事项

1.审查催告阶段：审查当事人是否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标志或者未在规定的

时间内打捞清除内河通航水域中的沉没物、漂流物、搁浅物的；催告当事人履行

义务，制作催告书。

2.决定阶段：听取当事人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记录和

复核，做出是否采取强制措施的决定，制作代履行决定书。

3.实施阶段：送达执法文书，实施代履行或委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

4.事后监管：检查设施情况。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责任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城市市容和环

境卫生管理条例》

备 注 流程图



对内河通航水域中的沉没物、漂流物、搁浅物强制

设置标志或者组织打捞清除流程图

发现内河通航水域中的沉没物、漂流物、搁浅物，需要

强制设置标志或者组织打捞清除的情形

制作《行政强制执行审批表》报法制

机构审核后报机关负责人审批

催告：当事人在法定期限未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制作并送

达催告书，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等权

利

制作并送达《代履行决定书》

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

且无正当理由的，作出行政强制

执行（代履行）决定

实施强制执行

《行政强制执行笔录》由当事人

或见证人、代履行人签名

有关文书、材料以及结案

报告立卷归档

制作《行政强制执行

（中止、终结、恢复）

决定书》

当事人在期限内自觉履行

义务，或执行的情形消失，

可以解除执行或终止执行



对未在码头、泊位或者依法公布的锚地、停泊区、作业区

停泊的船舶的强行拖离

职权类型 行政强制（措施） 实施机关 西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实施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船舶未在码头、泊位或者依法公布的锚地、停

泊区、作业区停泊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强行拖离，

因拖离发生的费用由船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承担。

责任事项

1.调查阶段：发现未在码头、泊位或者依法公布的锚地、停泊区、作业区停泊的

船舶逾期未改正的，进行视频记录和调查取证。

2.审批阶段：填写《扣押物品审批表》，报机关负责人批准，决定实施强制措施。

情况紧急，需要当场实施查封、扣押等强制措施的，执法人员应当在 24 小时内

向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办批准手续。

3.实施阶段：制作并当场交付扣押决定书和清单；告知行政强制的理由、依据以

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力和救济途径，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4.延长和解除阶段：需要延长扣押期限的，执法人员应当制作《延长扣押期限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扣押期限届满后，应当及时解除扣

押决定，将扣押的物品和工具返还当事人。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后续监督管理。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责任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城市市容和环

境卫生管理条例》

备 注 流程图



解除行政强制措

施

对未在码头、泊位或者依法公布的锚地、停泊区、作业区停泊的船舶的强行拖离

船舶未在码头、泊位或者依法公布的锚地、停泊区、作

业区停泊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情形

请示
当场实行行政强制

措施（扣押违法活动

物品、工具）

不予强制

决定实施强制措施

交付决定书、通知

书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拖离）

作出处理

决定

拟定事件说明并在

24 小时内报负责人

事后请示审批

返还物品或给予

补偿

移送司法机关

没收、销毁

书面告知当事人

结案

特别程序：延长强

制措施
书面告知当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