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2022年度中卫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抽查领域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发起部门 配合部门

2 学校办学情况抽查

中小学教育装备产品（含文体教育用品、教学仪器、校服等）

检查

各类学校

教育局

市场监管局学校招生、办学情况的检查 教育局

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情况的检查 市场监管局

3 教育收费 教育收费行为专项检查

幼儿园、民办学校、校外培训机

构

市场监管局 教育局

4

影剧院 、录 像厅（ 室 

） 、 游 艺 厅（室）、

舞厅、音乐厅经营卫生情况

抽查

影剧院、录像厅（室）、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取得、

公示相关许可证、安全生产及其他情况的检查 各类影剧院、录像厅（室）、游 

艺厅（室）、舞厅、音乐厅

市委宣传部、旅游和文

体广电局、卫生健康委 市场监管局、应急管理局、消防

救援支队

影剧院、录像厅（室）、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卫生状

况及卫生制度的检查

卫生健康委

5 宾馆、旅店监督抽查

宾馆、旅店取得许可证情况的检查

各类宾馆、旅店

公安局、卫生健康委

市场监管局

宾馆、旅店卫生情况的检查 卫生健康委

宾馆、旅店消防情况的检查 消防救援支队

宾馆、旅店治安安全情况的检查 公安局

6 企业年度报告抽查 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检查 各类企业年报信息 市场监管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商务局

7

涉消耗臭氧层物质（ODS）

使用企业和单位的监管

使用ODS作为化工原料用途的企业的ODS采购和使用情况的检查

使用ODS作为化工原料用途的企

业

生态环境局 市场监管局

8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监督检查

是否符合《检验监测机构资质认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评审补充

要求》的有关规定；是否按照生态环境监测相关标准或者规范

开展监测活动；是否存在数据失实或篡改、伪造生态环境监测

数据的行为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 生态环境局 市场监管局

机动车销售企业监管 机动车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情况检查 机动车销售企业 市场监管局 商务局

10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检测情

况抽查

机动车排放检验情况和设备使用情况检查 机动车排放检验单位 市场监管局 生态环境局

11 民用枪支经营使用单位抽查

民用枪支制造企业经营情况的检查

民用枪支经营使用单位 公安局 市场监管局民用枪支配售企业经营情况的检查

民用枪支配置使用单位使用枪支情况的检查

12 保安行业相关单位抽查

保安从业单位及其保安服务活动情况的检查

保安行业相关单位 公安局 市场监管局

保安培训单位及其培训活动情况的抽查

13 爆破作业单位抽查

民用爆破物仓储情况的检查

爆破作业单位 公安局 市场监管局

爆破作业单位有关制度情况的检查

爆破作业单位作业情况的检查

14 道路运输行业监管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检查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 交通运输局

应急管理局、公安局、市场监管

局

道路运输新业态企业检查 道路运输新业态经营企业 交通运输局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企业：市场监管

局、通信、公安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人民银行、税务局、网信部门以及

银保监会地方派出机构。

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企业：税务

局。



交通运输产品质量监督检查 交通运输工程建设单位 交通运输局 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场监管局

15 农业生产资料监管

农药监督检查

农药生产者、经营者，农药登记

试验单位

农业农村局 市场监管局、应急管理局

肥料监督检查 肥料生产经营者

对农业机械安全监督检查 农机维修和使用操作的经营者

种子监督检查 种子生产经营者

兽药监督检查

兽药生产经营企业，兽药使用单

位

饲料、饲料添加剂监督抽查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和经

营企业

16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农业投入品使用、农产品规范生产、绿色优质农产品标志使用

以及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推行等监督检查

从事农业投入品生产经营者，农

业企业、合作社等农业生产经营

农业农村局 市场监管局

牲畜、水生野生动物养殖加

工情况的检查

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利用活动的监督检查

利用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事

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

农业农村局 市场监管局

18 消防安全检查 使用领域消防产品质量监督检查 使用领域消防产品 消防救援支队 市场监管局

19

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情况的检

查

证照齐全情况 非煤矿山企业 应急管理局 市场监管局

安全生产有关制度设置、落实等情况的检查 非煤矿山企业 应急管理局 市场监管局

20

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情

况的检查

证照齐全情况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企

业

应急管理局 市场监管局

安全生产有关制度设置、落实等情况的检查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企

业

应急管理局 市场监管局

21

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

生产情况的检查

证照齐全情况 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 应急管理局 市场监管局，供销合作社

安全生产有关制度设置、落实等情况的检查 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 应急管理局

市场监管局、公安局

22

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情况的检

查

安全生产有关制度设置、落实等情况的检查

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

、纺织等企业

应急管理局 市场监管局

25

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从业单

位的检查

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从业单位取得许可证情况的检查

营业性演出从业单位 旅游和文体广电局 市场监管局

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从业单位经营情况的检查

27 旅行社行业监管

旅行社取得许可证情况的检查

旅行社、分社、营业部 旅游和文体广电局

公安局、市场监管局、交通运输

局

旅行社经营情况的检查

28 娱乐场所

歌舞娱乐场所有无许可证、提供有偿陪侍、曲库等内容含有禁

止内容；游戏游艺场所有无赌博性质游戏设备；有无安全生产

娱乐场所 旅游和文体广电局

公安局、市场监管局、应急管理

局、消防救援支队

29 网吧

有无许可证、接纳未成年人、未悬挂警示标识、未落实实名登

记制度，有无安全生产方面隐患

网吧 旅游和文体广电局

公安局、市场监管局、应急管理

局、消防救援支队

30

通过网络经营旅行社业务抽

查

通过网络经营旅行社业务抽查

通过网络经营旅行社业务的企业

及平台

旅游和文体广电局 市委网信办、市场监管局

发布旅游经营信息网站抽查 发布旅游经营信息的网站

31 汽车市场监管

新车销售市场监管 新车销售市场经营主体 商务局 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

二手车市场监管

二手车交易市场和二手车经营主

体

商务局 市场监管局、公安局

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监管 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 商务局

发展改革委、公安局、生态环境

局、交通运输局

32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监督检查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业务检查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发卡企业 商务局

市场监管局、教育局、旅游和文

体广电局

33 成品油流通市场抽查

无证无照经营行为；非法运输、储存和销售成品油行为；非法

销售国家明令禁止的非标油行为；偷税漏税行为

成品油流通企业 商务局

市场监管局、公安局、财政局、生态

环境局、交通运输局、应急管理局、

消防救援支队、税务局

34 工程咨询单位抽查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抽查 工程咨询单位 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场监管局

房地产市场监督 房地产市场监督执法检查 住房城乡建设局



35

执法检查 房地产行业定价情况检查

房地产从业单位

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场监管局、税务局

36 建筑市场监督执

建筑市场监督执法检查 建筑市场从业单位 住房城乡建设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场监管

局

勘察设计市场监督执法检查 勘察设计企业 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场监管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及备案抽查办理情况检查 工程建设企业 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场监管局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为消防审验工作提供服务质量情况检查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 住房城乡建设局

37 市政工程监督检查

园林绿化工程建设市场监管

园林绿化行业相关

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场监管局

企业和从业人员

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城镇污水处理厂 生态环境部门 住房城乡建设局

38 燃气经营监督执法检查

燃气经营许可证取得情况的检查

燃气经营企业 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场监管局

燃气经营监督执法检查

39 涉嫌税收违法当事人的抽查 涉嫌税收违法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涉税当事人的检查 涉嫌税收违法当事人 税务局 市场监管局、公安局

40

常压液体危险货物从业单位

监督检查

常压液体危险货物罐车生产企业检查 常压液体危险货物罐车生产企业

市场监管局

交通运输局

常压液体危险货物罐体检验机构检查 常压液体危险货物罐体检验机构 税务局

41 出口商品生产企业的检查 对出口商品生产企业的检查 出口商品生产企业 海关、市场监管局 税务局

42 人力资源服务

单位或者个人是否存在未经许可擅自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情形 公共服务机构或人力资源企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场监管局、公安局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是否存在发布不真实、不合法招聘就

业信息的情形

公共服务机构或人力资源企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场监管局、公安局

职业中介机构是否存在为无合法证照用人单位提供职业中介服

务和伪造、涂改、转让职业中介许可证行为

公共服务机构或人力资源企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场监管局、公安局

职业中介机构是否存在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等证件的行为 公共服务机构或人力资源企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场监管局、公安局

职业中介机构是否存在向劳动者收取押金的行为 公共服务机构或人力资源企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场监管局、公安局

职业中介机构是否存在未建立服务台帐，或虽建立服务台账但

未记录服务对象、服务过程、服务结果和收费情况的情形

公共服务机构或人力资源企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场监管局、公安局

职业中介机构在职业中介服务不成功后是否存在未向劳动者退

还所收取的中介服务费等行为                             

公共服务机构或人力资源企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场监管局、公安局

职业中介机构是否有下列行为之一：提供虚假就业信息；发布

的就业信息中包含歧视性内容；为无合法身份证件的劳动者提

供职业中介服务；介绍劳动者从事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的职业；

以暴力胁迫欺诈等方式进行职业中介活动；超出核准的业务范

围经营；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公共服务机构或人力资源企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场监管局、公安局

人才中介服务机构是否存在一下行为：擅自扩大许可业务范

围；不依法接受检查或提供虚假材料；不按规定办理行政许可

变更手续；超越许可范围接受代理业务；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或

者提高收费标准；伪造、涂改、转借、转让、出租、变卖许可

证；提供虚假人才市场信息或作虚假承诺；以转让、挂靠、承

包等方式经营；其他违法经营行为

公共服务机构或人力资源企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场监管局、公安局

单位或者个人是否存在未经依法授权从事人事代理业务的行为 公共服务机构或人力资源企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场监管局、公安局

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以民族、性别、宗教信仰为由拒绝聘用或者

提高聘用标准的行为、招聘不得招聘人员、向应聘者收取费用

或者采取欺诈等手段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

公共服务机构或人力资源企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场监管局、公安局



用人单位是否存在招聘人才未经财政、物价部门同意向应聘者

收取报名、登记等费用，以交纳押金、保证金等形式作为聘用

的条件等行为

公共服务机构或人力资源企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场监管局、公安局

43

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考

核鉴定

民办学校是否有民办教育促进法第62条的情形 培训机构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教育局、市场监管局、民政局、

审批服务局

社会组织或个人是否擅自举办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 培训机构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教育局、市场监管局、民政局、

审审批服务局

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或者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是否存在违反国

家有关职业技能培训或者职业技能考核鉴定规定的行为

培训、评价机构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教育局、市场监管局、民政局、

审批服务局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是否有《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62、

63条情形

培训机构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教育局、市场监管局、民政局、

审批服务局

是否存在违反规定，滥发《技师合格证书》、《技术登记证书

》、《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高级技师合格证书》的情形

评价机构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教育局、市场监管局、民政局、

审批服务局

44

国家常规统计调查 、部门

统计调查、地方统计调查

调查对象依法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情况检查 统计调查对象 统计局 市场监管局

45 无证户抽查 无证户是否经营卷烟及其他情况抽查 无证户 烟草局 市场监管局、教育局

46 电子烟实体店抽查

电子烟实体店是否违法售卖电子烟及虚假宣传广告行为等情况

抽查

电子烟实体店 烟草局 市场监管局、教育局

47 养老机构 对养老机构运营情况、开展服务等情况监管 养老机构 民政局 消防救援支队、市场监管局

48 殡葬服务机构 对经营性公墓的监管 殡葬服务机构 民政局

市场监管局、发展改革委、自然

资源局

49

对自治区储备粮（原粮、成

品粮和食用油）未实行专仓

储存、专人保管、专账记载

等行为的检查

1.自治区储备粮（原粮、成品粮和食用油）承储企业执行专仓

储存、专人保管、专账记载等合规达标情况；2.库存数量账实

相符情况；3.其他依法抽查内容。

政策性储备粮（油）存储企业 粮食和储备局 财政局

51 人民防空工程建设 对人民防空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质量的行政监督检查 人防工程参建单位 人防办 住房城乡建设局

52 人民防空工程建设 人防从业资质资格的行政监督检查 人防工程从业机构 人防办 市场监管局、住房城乡建设局

53

定点医药机构虚假就医、虚

构医疗服务等行为抽查

定点医药机构虚假就医、虚构医疗服务等行为抽查 各类定点医药机构 医保局 公安局、卫生健康委员会

54 律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收费情况 全市律师事务所 司法局 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