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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城管〔2019〕37 号

枣庄市城市管理局
关于印发行政执法规范用语指引（试行）

行政执法音像记录设备使用管理制度
行政执法案卷管理制度的通知

局属各单位、机关各科室：

《枣庄市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规范用语指引（试行）》《枣

庄市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音像记录设备使用管理制度》《枣庄市

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案卷管理制度》经市局党组同意，现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枣庄市城市管理局

2019年 10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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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城市管理局
行政执法规范用语指引（试行）

第一章 总体要求

为规范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倡导文明执法，

更好地促进城市管理依法行政工作落实，树立文明执法的形象，

不断提升全局行政执法人员文明素养和规范化管理水平，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以及行政执法有关职业道德规范要求，制定本指引。

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应当牢记为民执法的理念，礼貌待

人、真诚服务、态度和蔼、语言文明、耐心细致、服务周到。

第二章 接访用语规范

1.有人来访：您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您好，请进，请

坐；请问找哪位等等。

2.找的人不在：您找的同志有事外出，需要转告吗；经办的

同志不在，请留下您的姓名、联系方式等等。

3.了解情况：请问您有什么事。

4.倾听记录：请问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您慢慢说，我马上

记录；请您尽量讲述要点，便于我准确记录等等。

5.了解情况完毕：您的意见我们会认真处理，请您留下电话

便于及时回复；您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我们联系。

6.告知：您的情况我们会尽快进行核实，xx 个工作日内会给

您答复；请您多提宝贵意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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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办完事相送：您慢走；再见等等。

第三章 接电话用语规范

1.接听：您好，这里是枣庄市城市管理局，请问您有什么需

要帮助，请问您找哪位等等。

2.打错电话：对不起，你打错电话了，我们不是 xx 单位，再

见。

3.了解记录：请稍等，我记录一下；请您慢慢说，我正在记

录；请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便于反馈（答复）；对不起，

我没有听清，请您再讲一遍；您反映的情况我重复一遍，是否有

补充等等。

4.了解完毕：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已做好记录，我们会尽快

办理；对不起，您咨询(反映、投诉)的问题不属于我们单位的职

权范围，请您直接向 xx 单位咨询(反映、投诉)等等。

5.通话完毕：再见，谢谢，麻烦了；请随时和我们联系，再

见等等。

第四章 执法用语规范

1.向当事人表明身份：您好；我们是 xx（单位名称）执法人

员 xx（姓名）和 xx（姓名），请看下我们的证件；我们现在正在

开展执法活动，工作职责是 xx（工作范围），我们的执法过程将

全程记录，请您配合等等。

2.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简易程序）：经查，您的行为违反

了《xx》第 xx 条 xx 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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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告知当事人处罚决定（简易程序）：根据《xx》第 xx 条

xx 款的规定，现在对您的行为做出 xx 当场处罚的决定。

4.警戒当事人改正错误：希望您以后增强法律意识，遵纪守

法，不要再犯类似的违法行为。

5.当场收缴处罚（简易程序）：您好，您的 xx 行为违反了《xx》

第 xx 条 xx 款的规定，现责令您立即改正，并处 xx 元的罚款，请

您在执法文书上签字，并予以配合。

6.告知权利、义务（简易程序）：如您对我们的执法有其他

意见，请向 xx（单位名称）反映，办公地址和电话是 xxx，我们

接受监督等等。

7.执法检查、巡查：您好，我们是 xx（单位名称）执法人员

xx（姓名）和 xx（姓名），我们正在进行执法巡查，我们想了解

xx 方面的情况，请您予以配合；请带我们去现场检查一下，谢谢，

感谢您的配合。

8.调查取证的：同志，您好，根据《xx》第 xx 条 xx 款规定，

现在对您（单位）xx 方面的情况进行检查（勘验），请现场参与、

配合。

9.见证人作证：同志，您好，请您见证我们的执法程序，感

谢您的配合。

10.要求停止违法行为：同志，您好，您（单位）正在进行的

xx 行为涉嫌违反了《xx》第 xx 条 xx 款的规定，请立即停止该行

为。

11.扣押物品：您（单位）正在进行的 xx 行为涉嫌违反了《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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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xx 条 xx 款的规定，根据《xx》第 xx 条 xx 款的规定，要暂扣

执法现场中的物品和正在使用的 xx 工具，请您予以配合。

12.采取强制措施：同志，根据 xx（单位名称）决定，现对

您的 xx（强制标的物名称）xx（先行登记保存、查封施工现场、

强制拆除等措施名称），您享有 xx 权利，救济途径为 xx，请您

配合工作。

13.送达法律文书：同志，您好，向您宣读 xx（执法文书内

容），您享有 xx 权利，救济途径为 xx，如无异议请签收。

14.配合执法的情况：我是 xx（单位名称）执法人员，正在

执行公务，执法过程已全程记录，您可以拨打 110 或通过其他方

式行使您的监督权，但您现在必须服从并配合执法工作。

第五章 禁忌用言

1.你急什么，没看见我在忙吗？

2.不知道，你问我，我问谁？

3.今天我没空，明天再来吧。

4.这是法律规定的，你懂不懂？

5.别废话，快点儿讲！

6.不是说过了吗？怎么还不清楚！

7.不归我管，你问别人去。

8.谁说行的你就找谁去。

9.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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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事真多，你怎么又来了！

11.有意见，你去找领导。

12.不能办就是不能办，再跑也没有用。

13.吵什么，你有毛病！

14.你快一点儿，我还有事。

15.有能耐你告去，随便告到哪里我都不怕！

16.哪来那么多废话，就要扣你东西!

17.我的态度就这样，你能怎样？

18.有完没完，烦死人。

19.别问我，我不知道。

20.下班了，不办了。

第六章 附则

本指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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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城市管理局
音像记录设备使用管理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人员的工作质量和

执法水平，有效减少执法风险和执法信访、投诉，维护执法人员

及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和局《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结合我

市城市管理执法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的音像记录是指本局的执法人员对行政

执法行为进行全过程的音像记录。音像记录可使用的设备有照相

机、摄像机、录音笔、执法记录仪、手持执法终端和视频监控等。

第三条 使用音像记录设备对执法全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

应遵循同步摄录、规范管理、严格保密的原则，确保视听资料的

真实性、客观性、合法性和有效性。

第四条 所配的音像记录设备为执法办案、日常检查、重大执

法活动等工作专用，严禁摄录任何与工作和执法无关的内容。

第五条 按照“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使用或配发音像记

录设备的单位或科室应当明确专人负责日常管理和维护保养工

作，避免因保管不善、养护不当或使用不规范等造成音像记录设

备的损坏、丢失，确保设备随时能够正常使用。

第六条 执法人员在进行现场执法摄录工作之前，应当对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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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设备再次进行全面检查，确保执法记录设备无故障，电池电

量充足，内存卡有足够存储空间，并按照当前日期、时间调整好

设备时间。

每日工作结束时，执法人员应当按照要求将当日执法记录设

备所摄入的执法信息妥善存储；连续工作、异地执法或者在偏远、

交通不便地区执法办案，确实无法及时移交资料的，应当在返回

单位后 24 小时内将现场执法音像记录信息交由办案单位或科室

明确的专人统一集中存储，任何人不得私自复制保存执法记录信

息。

第七条 以下执法活动可以使用音像记录设备进行现场记录：

（一）日常执法检查或日常巡查；

（二）处置各类投诉、举报案件；

（三）违法案件查处过程中，与当事人交谈、调查取证活动、

先行登记保存证据、执法文书送达；

（四）其他现场执法办案活动。

第八条 以下执法活动不可以使用音像记录设备进行现场记

录：

（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

（二）情况紧急，不能进行执法记录的；

（三）因客观原因无法进行执法记录的。

对上述情况，执法人员应在执法活动结束后及时写明无法使

用的原因和依据，报局分管领导签批、并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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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在进行执法过程全记录时执法人员应当事先告知对

方使用执法记录设备进行记录，告知的规范用语是：为保护您的

合法权益，监督我们的执法行为，本次执法全程录音录像。

第十条 使用音像记录设备应当对执法全过程进行不间断记

录，自执法人员到达现场时开始，至执法行为结束时止，确保视

频资料清晰、有效，内容完整客观。

第十一条 使用音像记录设备进行现场执法记录时，应当重点

摄录以下内容：

（一）执法现场的各种环境；

（二）现场人员的体貌特征和言行举止；

（三）对有关人员就所需调查的问题进行询问时；

（四）执法人员现场开具、送达法律文书和对有关人员、财

物采取措施情况；

（五）调查取证中调取原始凭证确有困难，须采取照相、录

像等方式取证时；

（六）抽样取证不能提取原物，必须采取照相、录像等方式

取证时；

（七）以留置送达方式将执法文书留置在当事人的收发部门

或者住所时；

（八）以公告方式送达执法文书时；

（九）对违法行为进行复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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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应当采取音像记录的情况。

第十二条 执法人员在保管、使用音像记录设备时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按照有关规定处理，情节严重或造成不良影响的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规定追究责任：

（一）故意删除有效证据信息的；

（二）擅自借给其他人员使用的；

（三）不按照规定进行现场执法记录，导致发生信访、投诉

或引发网络、媒体负面炒作的；

（四）违反规定泄露现场音像记录设备摄录的音像资料内容

造成后果的；

（五）故意摄录虚假证据信息或对摄录的音像资料进行删改，

弄虚作假的；

（六）故意毁坏执法记录设备的；

（七）用于非单位工作或违法违纪活动的；

（八）保管不妥造成音像记录设备遗失、被盗或不按照规定

存储致使摄录的音像资料损毁、丢失，并造成后果的；

（九）有其他严重违反音像记录设备管理、使用规定行为的。

第十三条 执法人员在进行现场执法记录时，应保持仪容严

整，语言文明，维护执法队伍形象。

第十四条 音像记录设备纳入执法装备管理，局办公室负责

音像记录设备的配备；执法督察科负责对音像记录设备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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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情况进行督查和监督。

第十五条 执法全过程音像记录最少保存 1 年，作为证据使用

的记录信息随案卷保存时限保存。

第十六条 因工作需要，调阅、复制执法音像记录资料的，应

经单位分管负责人批准，并由指定的专门人员统一办理。应当详

细登记调阅人、复制人、审批人、时间、事由等事项。任何人未

经批准不得擅自对外提供执法记录资料，不得擅自复制、调阅执

法记录资料。

第十七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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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城市管理局
行政执法案卷管理制度

第一条 为加强我局行政执法案卷管理，保障依法行政，根据

《山东省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

定，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的行政执法案卷，是指在行政检查、行政

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行政复议等行政执法过程中形成的

与案件有关并按照一定顺序汇集成卷的案件材料。

行政执法案卷分为简易程序案卷和一般程序案卷。

第三条 本制度适用于本局各单位和科室办理的行政执法案

件材料的归档和管理。

第四条 行政执法案卷由案件主办单位或科室负责立卷，应当

遵循统一、规范的原则，按照案卷归档年代、月份、结案时间排

列，一案一卷、一案一号。

第五条 案卷材料的收集应按照《山东省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山东省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办法》和《山东省行政执法案卷评查

标准》等有关规定，依法、按序、完整地进行。

第六条 案卷管理的基本要求是：

（一）程序规范，依法管理；

（二）材料规整，手续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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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档科学、便于查看。

第七条 行政处罚简易程序案件归档材料包括：

（一）当场处罚决定书；

（二）罚款收据或执行情况记录；

（三）其他相关案件证据等文件材料。

简易程序案件可视情况多案一卷，每卷不超过 50 个案件。

第八条 行政处罚一般程序案件归档材料包括：

（一）立案材料。包括投诉信函；投诉受理记录；案件移送

函；立案审批表等材料。

（二）调查取证材料。包括当事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以

及相关证照；现场勘验笔录；调查询问笔录；证人证言；现场照

片、视听资料；限期整改通知书及送达回证；鉴定、检测、评估

等单位（机构）出具的书面报告；有关部门认定或者协助调查出

具的材料；其他证据材料。

（三）审查决定材料。包括案件调查终结报告；行政处罚事

先告知书及送达回证；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及送达回证；陈述申

辩笔录、听证记录；陈述申辩、听证复核意见书；重大行政处罚

决定集体讨论记录；行政处罚审批表；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

证等。

（四）处罚执行材料。包括罚款收据；执行情况记录；行政

决定履行催告书；强制执行决定书；结案审批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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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形成的文件材料，可并入

原案卷保管，或单独立卷保管。

第九条 对于难以入卷保存的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

据材料，可以拍摄、冲洗、打印、或者刻录成光盘后入卷，相关

证据材料装入证据袋另行保存，并在卷内注明。

第十条 行政检查、行政强制、行政许可、行政复议、行政诉

讼等案卷的归档参照行政处罚一般程序案卷办理。

第十一条 行政执法案卷由案件承办人负责立卷，已经办结的

行政执法案件，案件承办人应在案件办结之日起 30 日内将案件处

理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文书和材料进行收集整理，并严格保存。材

料整理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能够采用原件的材料应当采用原件，不得以复印件代

替原件存档；

（二）整理时应拆除文件上的金属物，超大纸张应折叠成 A4

纸张大小。已破损的文件应予修整，字迹模糊或易褪色的文件、

热敏纸文件应予复制；

（三）横印文件材料应当字头朝装订线摆放；

（四）文件材料装订部分过窄或有字的，用纸加宽装订，纸

张小于卷面的用 A4 纸进行托裱；

（五）需要附卷保存的信封，应当打开展平后加贴衬纸留存

或者复制留存，邮票不得撕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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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行政执法案卷由卷宗封面、卷内目录、卷内文件材

料、卷内备考表、封底组成。

卷宗封面包括：立卷单位、案号、案件名称、年度、页数、

保管期限。

卷内目录包括：序号、文号、文件材料名称、页号、备注。

卷内备考表包括：本卷情况说明、立卷人、检查人、立卷时

间。

第十三条 正在办理中的行政执法案件，案件材料由案件主办

单位或科室指定专人保管；各单位或科室已经办结的行政执法案

卷自行归档，每半年向局执法督察科移交，进行集中统一保管；

永久保管的案卷按相关规定向市档案局移交。

第十四条 根据工作需要、案卷数量，配置相应的档案库房、

档案柜、档案装订器材和其它必要的设备，并指定专人负责档案

保管和安全保护工作。

第十五条 查阅行政执法档案的，应当报局负责人批准，并由

保管人对查阅人、查阅事由、查阅时间等情况进行登记。行政执

法档案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应严格按照保密工作规定进

行管理。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档案上涂改和作文字标记。

第十七条 案卷保管期限分为定期与永久。行政执法检查、简

易程序案卷保存期限为 5 年。一般程序案卷中重要的保管期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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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一般的为 20 年。案件涉及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保管期

限为永久。

第十八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枣庄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 2019 年 10 月 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