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鹤庆县松桂镇人民政府

行政执法信息公示

一、鹤庆县松桂镇人民政府行政执法主体

负责人：杨森

执法区域：松桂镇

执法类别：综合执法

办公地址：松桂镇人民政府

监督电话：0872—4320093

邮编：671503

主要执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乡规划法》 《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云南

省城乡规划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

育法》《云南省计划生育条例》《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血吸虫病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防汛条例》《地质灾害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传

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云

南省动物防疫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



二、鹤庆县松桂镇人民政府行政执法人员信息

松桂镇人民政府行政执法人员信息

序号 姓名 执法类别 证件编号

1 张丽高 综合执法 YDL04986

2 张丽花 综合执法 YDL09668

3 杨丹贤 综合执法 YDL09669

4 马宇晶 综合执法 YDL09670

5 杨锐锋 综合执法 YDL09671

6 孙有高 综合执法 YDL09672

7 史海霞 综合执法 YDL09673

8 马学全 综合执法 YDL09675

9 左香菊 综合执法 YDL09676

10 刘会广 综合执法 YDL09678

11 赵振宇 综合执法 YDL15691

12 李汝彬 林业行政执法 YDL15694

13 杨福慧 综合执法 YDL15695

14 王云川 综合执法 YDL15700



15 陈洁娟 林业行政执法 YDL15703

16 段松尧 综合执法 YDL15731

17 蒋晓峰 综合执法 YDL15733

18 奎 俊 综合执法 YDL15746

19 杨全荣 综合执法 YDL15748

20 段志华 综合执法 YDL15990

21 段焕平 农业执法 YDL15995

22 陆克祥 农业执法 YDL16001

23 鲍 艳 林业行政管理 YDL16023

24 王燕薇 综合执法 YDL16037

25 施鹤钊 农业执法 YDL16056

26 尹 垚 人社综合执法 YDL16068

27 和浩敏 综合执法 YDL16094

三、鹤庆县松桂镇人民政府行政执法职权事项

（一）行政处罚

1、对损坏村庄和集镇的房屋、公共设施的处罚

法律依据：《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16号）第三十九条

2、对乱堆粪便、垃圾、柴草，破坏村容镇貌和环境卫

生的处罚



法律依据：《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16号）第三十九条

3、对擅自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的街道、广场、市场

和车站等场所修建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处罚

法律依据:《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116号）第四十条

4、对违反乡、村庄规划进行建设的处罚

法律依据：《云南省城乡规划条例》（2012年 9月 28日

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通过）第四十六条

5、对损坏或者擅自移动血吸虫警示标志行为的责令修

复或赔偿损失

法律依据：《血吸虫病防治条例》（国务院令 463号）

第五十一条

（二）行政强制

1、防汛遇到阻拦和拖延时组织强制实施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 441号） 第三十三条

2、地质灾害险情情况紧急的强行组织避灾疏散

法律依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 394号）第二十九条

3、捕杀狂犬、野犬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

第二十九条

4、组织开展动物疫病强制免疫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六条、第

十四条、第六十三条

《云南省动物防疫条例》第十三条

5、发生三类动物疫病时组织防治和净化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三十四条

6、对村民委员会不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法定义

务的责令改正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

十六条第二款

7、对强迫农民以资代劳的责令改正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九十五条

8、对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予以制止铲除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十九条

9、强行拆除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

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建筑物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六十五

条

（三）行政征收

社会抚养费征收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

条、四十一条

《云南省计划生育条例》第五十条

（四）行政检查

1、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

法律依据：《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四条

2、消防安全监督检查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三十一条

《云南省消防条例》第十二条

3、对集体经济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

规范性文件：《云南省财政扶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暂 行)》(云财农〔2005170号)第十五条

4、对生产经营单位排查治理事故隐患工作的监督

部门规章：《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第五条

5、对流动人口用人单位计划生育工作的监督检查

法律依据：《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第十五条、

第二十三条

（五）行政确认

1、对已登记应征公民的体格检查和相关审查

法律依据：《云南省征兵工作条例》（云南省人大常委

会公告第 25号）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

2、对新生儿在医疗保健机构以外地点死亡的核查



部门规章：《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

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

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第 8号

令）第十四条

3、特困人员供养初审

规范性文件：《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云政发〔2014〕

65号）第十四条

4、医疗救助初审

规范性文件：《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云政发〔2014〕

65号）第二十七条

5、临时救助初审

规范性文件：《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云政发〔2014〕

65号）第四十六条

6、最低生活保障初审

规范性文件：《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云政发〔2014〕

65号）第九条

（六）行政裁决

1、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林木所有权、使用权争

议处理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二十二条

2、土地权属争议裁决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



《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 17号）第

九条、第三十三条

（七）其他权力

1、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

或者个人承包经营批准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

2、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初审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

理办法》（农业部令 33号）第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 第三十三条

3、对实行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的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颁证的初审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

理办法》（农业部令 33号）第八条

4、换发、补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审核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

理办法》（农业部令 33号）第十七条

4、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争议调解

法律依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农

业部令 47号）第三十三条

6、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争议备案



法律依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农

业部令 47号）第三十三条

7、土地承包合同的备案

法律依据：《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

法>办法》（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41号）第三条、第七

条

8、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调解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主

席令第 14号）第三条

9、对未按规划审批程序批准而取得建设用地批准文件

的责令退回

《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 116号）第三十六条

10、土地承包经营期内承包土地调整批准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年 8

月 28 日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

次修正）第十四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

法》（2002 年 8 月 29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通过）第二十七条

11、农村村民住宅用地审核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年 8

月 28 日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

次修正）第六十二条

12、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初审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

《云南省城乡规划条例》（2012 年 9 月 28 日云南省第十一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第二十九

条

13、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对个别承包经营者之间承包

的土地进行适当调整备案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年 8

月 28 日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

次修正）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

第二十七条

14、设立健身气功站点的审核

法律依据：《健身气功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令 第

4号） 第十七条

15、对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申

请的初审

部门规章：《云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

产损害补偿办法》（省政府令 67号）第二条 、第五条



16、除农业机械因当地田间作业需要在农村公路上短距

离行驶的审批

法律依据：《云南省农村公路条例》（2013 年 12 月 13

日云南省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第四十二条

17、对移民安置区的移民生产生活协助及矛盾纠纷调解

法律依据：《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

安置条例》（国务院令 471号）第五十三条

18、因自然灾害受损的居民住房恢复重建补助对象的审

核

法律依据：《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国务院令 577号）

第二十条

19、农村五保户审核

法律依据：《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456 号）第七条

20、廉租住房申请初审

法律依据：《廉租住房保障办法》（2007年 9月 26日建

设部第 139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第十七条

21、核销《农村五保供养证书》审核

法律依据:《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国务院令 456号）

第八条

22、五保对象入敬老院审批



部门规章：《农村敬老院管理暂行办法》（1997年 3月

18日民政部令第 1号发布）第八条

23、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待遇的审核（初审）

法律依据：《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71号）第七条

《云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云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 114号）第四条

24、征收地的安置补助费使用情况监督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年 8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第二次修正）第四十八条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256号）第二十六条

第三款

25、对畜禽规模化养殖环境污染行为的制止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 643号）第五条、第二十三条

26、乡道、村道的出入口限高限宽

《云南省农村公路条例》（2013 年 12 月 13 日云南省十

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第四十

条

27、对未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给予

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并保障就近入学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五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十八条第二款

28、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允许其被用人单

位非法招用的批评教育

法律依据：《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国务院令第 364号）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国务院令第 28号）第十五条

29、聘任农村幼儿园园长备案

《幼儿园管理条例》（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 4号)第二十

三条

30、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休学

的审批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一条

31、兵役登记

法律依据：《兵役法》第十条

《云南省征兵工作条例》（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25号）

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

32、一孩、二孩生育服务证登记

法律依据：《云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第十九条

33、对适用于计划生育规定的病残儿医学鉴定情况审核

部门规章：《病残儿医学鉴定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第十

三条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第九条

34、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初审

法律依据：《云南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管理办法》（云

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136号）第七条、第八条

35、提出村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范围调整的意见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八

条

36、在特定情况下确定或委派村民委员会主持者

法律依据：《云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2013 年 3

月 28日云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4号

公布 ）第三十七条

37、村民委员会成员罢免、辞职、职务终止和补选结果

备案

法律依据：《云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2013 年 3

月 28日云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4号

公布 ）第三十八条

38、与县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在选举村民委员会成

员中违反相关规定的调查核实，并依法处理

法律依据：《云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2013 年 3

月 28日云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4号

公布 ）第四十条

39、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备案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

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10年底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

修订）第二十七条

40、组织村民委员会成员的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

十五条

41、村民委员会选举结果备案

法律依据：《云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2013 年 3

月 28日云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4号

公布 ）第二十九条

42、民间纠纷调解处理

部门规章：《民间纠纷处理办法》（司法部令第 8号）

第七条、第十五条 、第十七条

43、农村扶贫开发对象进行调查核实和公示

法律依据：《云南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2014年 7月

27日云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

过） 第四条

44、购买毒性中药的证明

法律依据：《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23号）第十条

45、对申请刊播个人启事、声明等广告的证明



部门规章：《广告管理条例施行细则》（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令第 18号）第十二条

46、耕地占用税免征或者减征审核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国

务院令第 511号）第十条

47、受理进入光荣院集中供养的申请

法律依据：《光荣院管理办法》(国务院令 40号)第八条

48、对公民民族成分变更的调查核实

部门规章：《关于中国公民确定民族成分的规定》（民

委政字﹝1990﹞217号）第七条

49、对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违法违规作出决定的责令

改正或者撤销其决定

法律依据：《物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于 2007年 10月 1

日修改）第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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