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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二条 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行政机关

管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三条 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

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第二十五条 两个以上行政机关都有管辖权的，由最先

立案的行政机关管辖。 

对管辖发生争议的，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请

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指定管辖；也可以直接由共同的上一

级行政机关指定管辖。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第八条  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主管全国公路工作。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公路

工作；但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对国道、

省道的管理、监督职责，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

定。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乡道的建

设和养护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可以决

定由公路管理机构依照本法规定行使公路行政管理职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第九条第三款 有关部门应当建立联动配合机制，依靠、

动员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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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开展反恐怖主义工作。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十条第二款 国务院交通运输、住房和城乡建设、水

利、民航等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

作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

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

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对新兴行业、

领域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不明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按照业务相近的原则确定监督管理部门。 

5.《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 

第六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电子商务

发展促进、监督管理等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

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确定本行政区域内电子商务

的部门职责划分。 

6.《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 

第八条第三款 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公安、交通运输、

铁路监督管理、民用航空、海事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

对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

理。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水污染

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交通主管部门的海事管理机构对船舶

污染水域的防治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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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资源、卫生、建设、农业、渔业等部门以及重要江河、湖泊

的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有关水污染

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8.《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第六条第二款 工业、电信、交通、金融、自然资源、卫

生健康、教育、科技等主管部门承担本行业、本领域数据安全

监管职责。 

9.《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七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国道路运输

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

区域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10.《国防交通条例》 

第七条  国务院交通管理部门分别负责本系统的国防

交通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 贯彻执行国家国防交通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

法规、规章； 

(二) 制定并组织落实本系统的国防交通建设规划和

技术规范； 

(三) 制定本系统的国防交通保障计划，指导国防交通

专业保障队伍建设； 

(四)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管理和使用本系统的国防交

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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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组织本系统国防交通科学技术研究及其成果的

推广、应用； 

(六) 指导、检查、监督本系统的国防交通工作，协调

处理有关问题。 

11.《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第三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国公路保护工

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

域的公路保护工作；但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对国道、省道的保护职责，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确定。公路管理机构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具体负责公

路保护的监督管理工作。 

12.《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四十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设工程

安全生产实施监督管理。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部

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有关专业建设工程安全

生产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

域内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

政区域内的专业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 

13.《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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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国水路运输

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

区域的水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水路

运输管理的部门或者机构(以下统称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部

门)承担本条例规定的水路运输管理工作。 

14.《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第五条第一款第五项 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使

用、经营、运输实施安全监督管理的有关部门(以下统称负

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履

行职责： 

（五）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水路

运输的许可以及运输工具的安全管理，对危险化学品水路运

输安全实施监督，负责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水路运输

企业驾驶人员、船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申报人员、

集装箱装箱现场检查员的资格认定。铁路监管部门负责危险

化学品铁路运输及其运输工具的安全管理。民用航空主管部

门负责危险化学品航空运输以及航空运输企业及其运输工

具的安全管理。 

15.《收费公路管理条例》 

第四条  对在公路上非法设立收费站(卡)收取车辆通

行费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拒绝交纳。任何单位或者个

人对在公路上非法设立收费站(卡)、非法收取或者使用车辆

通行费、非法转让收费公路权益或者非法延长收费期限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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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都有权向交通、价格、财政等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部

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及时查处；无权查处的，应当及时

移送有权查处的部门。受理的部门必须自收到举报或者移送

材料之日起 10日内进行查处。 

16.《民用运力国防动员条例》 

第五条  国家国防交通主管机构负责具体实施全国的

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工作。军区国防交通主管机构负责具体实

施本区域的有关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负责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民

用运力国防动员工作。 

17.《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机构是船舶登记主

管机关。各港的港务监督机构是具体实施船舶登记的机关

(以下简称船舶登记机关)，其管辖范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港

务监督机构确定。 

18.《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检验局(以下简称船检局)

是依照本条例规定实施各项检验工作的主管机构。经国务院

交通主管部门批准，船检局可以在主要港口和工业区设置船

舶检验机构。经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

可以在所辖港口设置地方船舶检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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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 

第三条 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主管全国船员管理工作。 

国家海事管理机构依照本条例负责统一实施船员管理

工作。 

负责管理中央管辖水域的海事管理机构和负责管理其

他水域的地方海事管理机构(以下统称海事管理机构)，依照

各自职责具体负责船员管理工作。 

20.《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 

第四条  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渔业船舶

检验及其监督管理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局

(以下简称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行使渔业船舶检验及其

监督管理职能。地方渔业船舶检验机构依照本条例规定，负

责有关的渔业船舶检验工作。各级公安边防、质量监督和工

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渔业船舶检

验和监督管理工作予以协助。 

21.《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第五条  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主管全国内河交通安全

管理工作。国家海事管理机构在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的领导

下，负责全国内河交通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交通主管

部门在中央管理水域设立的海事管理机构和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在中央管理水域以外的其他水域设立的海事

管理机构(以下统称海事管理机构)依据各自的职责权限，对

所辖内河通航水域实施水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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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 

第六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应急管理部门依据法定职责，对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工作

实施联合监督管理。 

23.《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定》 

第四条  交通运输部负责指导全国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的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工作。 

城市轨道交通所在地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城市

人民政府指定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以下统称城市

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组织

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监督管理工作。 

24.《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规定》 

第三条 交通运输部负责指导全国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

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指导本行政区

域内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管理工作。 

城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城市人民政府指定

的城市公共交通运营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城市公共交通主管部

门）具体承担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管理工作。 

25.《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 

第五条  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道路货物运输和货运站管

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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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

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货物运输和货运站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的道路

货物运输和货运站管理工作。 

26.《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 

第六条 交通运输部负责指导全国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

资格管理工作。 

各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

领导下，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域内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

工作。 

直辖市、设区的市级或者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人民

政府指定的其他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称出租汽车行政

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具体实施出租汽车驾

驶员从业资格管理。 

27.《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 

第七条  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工

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

本行政区域的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道路危险货物

运输管理工作。 

28.《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第六条  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道路客运及客运站管理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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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

本行政区域的道路客运及客运站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道路客运及客

运站管理工作。 

29.《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 

第五条  交通运输部负责全国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工

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

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工作，并具体负责本行

政区域内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的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经营

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机动车维修技术人员、机动车驾驶培

训教练员、道路运输经理人和其他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的管理工

作。 

30.《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 

第六条  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监

督。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

域内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监督。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具体实施道路运输车辆技术

管理监督工作。 

31.《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办法》 

第三条  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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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主管全国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交通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公路建设监督管理。 

32.《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管理规定》 

第六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国放射性物品

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

本行政区域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放

射性物品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33.《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 

第四条 交通运输部负责全国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

理工作。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按照规定的职责对长江干

线航道工程质量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职

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可以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委

托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具体实施。 

34.《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管理办法》 

第五条 交通运输部负责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活动的

统一监督管理。交通运输部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以下简称部质

量监督机构）具体实施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活动的监督管理。 

省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公路

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活动的监督管理。省级交通质量监督机构



 12 

（以下简称省级交通质监机构）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内公路水

运工程试验检测活动的监督管理。 

部质量监督机构和省级交通质监机构以下称质监机构。 

35.《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 

第五条 交通运输部负责全国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的

监督管理工作。 

长江航务管理局承担长江干线航道工程安全生产的监督

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职

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36.《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 

第五条 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工

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

本行政区域内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内

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工作。 

37.《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 

第三条  交通运输部负责指导全国小微型客车租赁管理

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小微型客车租赁管理的行政

主管部门（以下统称小微型客车租赁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

政区域内小微型客车租赁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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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 

第四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国危险货物道

路运输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

本行政区域的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工业和信息化、公安、生态环境、应急管理、市场监督管

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对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相关活动进

行监督检查。 

39.《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第四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全国网约车

管理工作。 

各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

领导下，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网约车管理工作。 

直辖市、设区的市级或者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人民政

府指定的其他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称出租汽车行政主

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具体实施网约车管理。 

其他有关部门依据法定职责，对网约车实施相关监督管理。 

40.《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海事行政处罚规定》 

第四条 海事行政处罚，由海事管理机构依法实施。 

41.《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六条 交通运输部负责指导全国巡游出租汽车管理工作。 

各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

领导下，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域内巡游出租汽车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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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辖市、设区的市级或者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人民

政府指定的其他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称出租汽车行政

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具体实施巡游出租汽

车管理。 

 

 

42.《北京市查处非法客运若干规定》 

第七条  禁止巡游出租汽车以外的其他车辆喷涂巡游

出租汽车专用车身配色和图案标识，安装专用号牌、营运标

识和设施，假冒巡游出租汽车。违反前款规定，假冒巡游出

租汽车的，由交通行政执法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车辆和

专用营运标识、设施，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没有

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2 万元的，处 3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 2 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10 倍以下罚款。 

第八条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或者组织从事巡游出租汽

车客运经营的，由交通行政执法部门、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

法机关（以下统称执法部门）依照职责分工责令停止经营，

扣押车辆，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没有违法所得或

者违法所得不足 2 万元的，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所得 2 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10 倍以下罚

款；对非法安装的专用营运标识、设施，予以没收。 

第五条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或者组织从事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客运经营的，由交通行政执法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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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并按照国家和本市相关管理规定处以罚款。 

第七条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班车客运、包车客

运、旅游客运经营的，由交通行政执法部门责令停止经营，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

不足 2万元的，处 3 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 2

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 2倍以上 10 倍以下罚款。 

43.《北京市道路运输条例》 

第九条  市和区交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

域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市和区交通主管部门所属的道路运

输管理机构及派出机构、市交通执法机构（以下统称道路运

输管理机构）按照规定的职责具体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市和区人民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依

法做好相关的道路运输工作。 

44.《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 

第三条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市出租汽车管理

工作，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施。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

市区管理处和郊区县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出租汽车的日常管理工作。工商行政、税务、物价、劳动、

公安、公安交通、技术监督、旅游等管理机关，按照各自的

职责，依法对出租汽车进行管理。 

45.《北京市公路条例》 

第四条  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市公路工作。市公

路管理机构负责国道、市道、县道的管理工作。区、县人民

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乡道、村道的管理工作。市公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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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派出机构按照规定负责监督、检查和指导管辖区域内

乡道、村道的建设、养护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

域内乡道、村道的建设、养护工作。发展改革、财政、国土

资源、规划、建设、环境保护、公安交通等行政管理部门按

照各自职责，依法负责公路的相关管理工作。 

46.《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 

第三条  市和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非

机动车管理工作的领导；优化交通出行方式，倡导市民绿色

出行；落实非机动车通行道路、停放等基础设施规划、建设；

引导、规范企业开展互联网自行车租赁服务，实施总量调控；

不发展电动自行车租赁；监督、协调有关行政部门履行职责。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统筹辖区内的非机动车

管理工作；组织管理、综合协调、监督检查区政府职能部门

派出机构，依标准施划非机动车位，规范非机动车停车秩序，

清理废旧非机动车等事项；可以依托居（村）民自治、网格

化管理、门前三包等机制，采取向社会购买服务、鼓励志愿

者服务、协调多主体进行会商、对违法违规企业进行约谈等

方式开展工作。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工商行政管理、交通行政管理、质

量技术监督、环境保护、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等有关部门

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非机动车管理工作。 

47.《北京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 

例》 

第四条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对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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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排放污染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发展改革、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市场监督管理、交通、经济和信息化、科学技

术、城市管理、商务、住房和城乡建设、农业农村、园林绿

化、水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

械排放污染防治相关工作。 

48.《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 

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轨道交通运营安全工

作的领导。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

生产的行业监督管理，统筹协调本市涉及轨道交通运营安全

的重大事项。远郊区县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生产的行业监督管理。有

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

自职责范围内对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相关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轨道交通沿线的区、县人民政府应当配合市交通行政主管部

门，协调落实本行政区域内影响轨道交通设备设施安全隐患

的整改、安全保护区和站前广场的综合治理、突发事件的应

急处置等相关工作。 

49.《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 

第二十三条 市交通主管部门建立停车综合管理服务系

统，对停车设施实行动态管理，向社会提供信息服务，并与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规划自然资源、住

房城乡建设等部门相互共享管理信息。 

市交通主管部门应当与从事停车信息服务的经营者建

立信息共享机制。信息服务的经营者应当将相关信息接入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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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综合管理服务系统，市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对信息服务质量

进行监督，制定信息服务具体规范。 

市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停车泊位编码规则，对停车泊

位进行统一编码管理。定期组织开展停车资源普查，并将普

查结果纳入停车综合管理服务系统。违反第二款规定，信息

服务的经营者未将相关信息接入停车综合管理服务系统的，

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五千以上

一万元以下罚款。 

50.《北京市旅游条例》 

第四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旅游工作的领导，

统筹旅游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促进

旅游业发展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旅游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完善政策措施，加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旅

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促进国际旅游交流和国内旅游区

域合作。 

51.《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 

第六条 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条例实施的统筹、

组织和协调；教育、科技、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城

市管理、交通、水务、农业农村、商务、文化和旅游、卫生

健康、市场监督管理、体育等行业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

负责本行业、本领域预付卡的监督和管理。行业主管部门不

明确的预付卡，由市人民政府指定相关部门负责监督管理。 

公安、地方金融监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预付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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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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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北京市城市道路管理办法》 

第三条 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市城市道路管理

工作。市交通路政部门具体负责城市快速路、主干路及其附

属桥梁的建设、养护维修的监督管理，并指导区、县城市道

路管理工作；区、县交通路政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

市次干路和支路及其附属桥梁的建设、养护维修的监督管理。 

规划、发展改革、建设、市政管理、园林、水务、公安

交通等行政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依法负责城市道路相关

的管理工作。 

53.《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 

第四条 第三款 市经济和信息化、公安、生态环境、

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水务、园林绿化、城市管理综合执

法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建筑垃圾管理的相关工作。 

54.《北京市地下设施检查井井盖管理规定》 

第三条第三款 本市燃气、供热、供水、雨水、污水、

中水、电力、照明、通信、信息、交通、公安交通、广播电

视等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实施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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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北京市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办法》 

第四条 市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在市国防动员机构和市

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组织实施本市的民用运力国防动员

工作。 

 

区、县国防交通主管机构负责具体实施本区、县的民用

运力国防动员工作。 

 

国民经济动员机构、人民武装动员机构和运输、民政、

公安交通以及其他有关管理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相

关的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工作。 

56.《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 

第三条第一款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汽车租赁

行政管理工作。远郊区县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的汽车租赁行政管理工作。 

第三条第二款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的执法机构负责市

区的汽车租赁行政执法工作。 

57.《北京市水域游船安全管理规定》 

四、违反本规定的，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

处罚： 

  (一)违反本规定第二条第(一)、(二)、(三)、(五)、(六)、

(七)项规定的，处以 1000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规定第二条第(四)、(八)规定的，对单位处以

5000元以下罚款，对责任人处以 200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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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本规定，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 

58.《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敀隐患排查治理办法》 

第五条第二款 发展改革、经济信息化、公安、国土资

源、住房城乡建设、市政市容、交通、水务、质量技术监督、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园林绿化和农业等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

围内对相关行业、领域的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实施监督管

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