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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政文〔2020〕23 号

三明市人民政府关于

市级行政执法主体名单（第一批）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和《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 年）》，根据《福

建省行政执法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机构改革职能调整实

际，经审核确认，现将调整后的市级行政执法主体（第一批）有

关情况予以公告。

一、行政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一）三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加挂牌情况：三明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谢家芹



— 2 —

办公地址：三明市市政府大楼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241562

门户网站：http://fgw.sm.gov.cn

（二）三明市教育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陈兴

办公地址：梅列区沪明新村 25 幢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241049

门户网站：http://smjy.sm.gov.cn

（三）三明市科学技术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李荣安

办公地址：三明市梅列区绿岩新村 95 幢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241004

门户网站：http://smkj.sm.gov.cn

（四）三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郑文理

办公地址：三明市梅列区红岩新村 24 幢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241568、8959286

门户网站：http://jxw.sm.gov.cn/

（五）三明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吴长树

办公地址：三明市梅列区绿岩新村 95 幢五层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24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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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户网站：http://smmz.sm.gov.cn

（六）三明市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王锡章

办公地址：三明市梅列区新市北路 889 号

咨询或投诉电话：110

门户网站：三明公安公众服务网

（七）三明市民政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曾永生

办公地址：三明市梅列区崇桂新村 86 幢六层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241658

门户网站：http://mzj.sm.gov.cn

（八）三明市司法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刘叶爱

办公地址：三明市梅列区崇桂新村 86 幢三层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242832

门户网站：http://smsfj.sm.gov.cn

（九）三明市财政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邓永辉

办公地址：三明市红岩新村 15 幢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241992

门户网站：http://cz.sm.gov.cn

（十）三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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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吴成城

办公地址：三明市市政府大楼四层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7506616

门户网站：http://rsj.sm.gov.cn

（十一）三明市自然资源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林建星

办公地址：三明市梅列区崇桂新村 86 幢龙泉大厦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255050、12336

门户网站：http://www.smgtj.gov.cn

（十二）三明市生态环境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林大茂

办公地址：三明市梅列区新市北路 102 号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239509

门户网站：http://shb.sm.gov.cn

（十三）三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王冬

办公地址：三明市三元区新市中路 208 号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592146

门户网站：http://zjj.sm.gov.cn

（十四）三明市交通运输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张国球

办公地址：三明市新市北路沪明新村 198 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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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242359

门户网站：http://jtj.sm.gov.cn

（十五）三明市水利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章新华

办公地址：三明市梅列区杜鹃新村 23 幢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5171199

门户网站：http://smsl.sm.gov.cn

（十六）三明市农业农村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王小坚

办公地址：三明市梅列区红岩新村 37 幢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221572

门户网站：http://smsnyj.sm.gov.cn

（十七）三明市商务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陈聚宝

办公地址：三明市物资大厦十一层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241973

门户网站：swj.sm.gov.cn

（十八）三明市文化和旅游局

加挂牌情况：三明市新闻出版广电局（版权局）、三明市文物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廖荣华

办公地址：三明市梅列区杜鹃新村 12 幢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242659、1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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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户网站：http://wlj.sm.gov.cn

（十九）三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肖世宣

办公地址：三明市梅列区红岩新村 5 幢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223521

（二十）三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冯明生

办公地址：三明市梅列区崇桂新村 86 栋龙泉大厦二层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231736

（二十一）三明市应急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马玉华

办公地址：三明市市政府大楼五层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224347

门户网站：http://smsajj.sm.gov.cn

（二十二）三明市审计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卢维沙

办公地址：三明市梅列区梅岭新村 63 幢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263794、8242243

门户网站：http://sjj.sm.gov.cn

（二十三）三明市林业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刘小彦

办公地址：三明市梅列区绿岩新村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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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241762

（二十四）三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加挂牌情况：三明市知识产权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杨建利

办公地址：三明市梅列区沪明新村 60 幢

咨询或投诉电话：12315

门户网站：http://gsj.sm.gov.cn

（二十五）三明市体育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张清水

办公地址：三明市梅列区东新六路市体育馆 C 区一层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241739

门户网站：http://smstyj.sm.gov.cn

（二十六）三明市统计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郑建勋

办公地址：三明市梅列区红岩新村 24 幢西侧 3-4 层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244710

门户网站：http://tjj.sm.gov.cn

（二十七）三明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张元江

办公地址：三明市梅列区玫瑰新村 65 幢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288258

（二十八）三明市医疗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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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徐志銮

办公地址：三明市梅列区江滨新村 16 幢金叶大厦三层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223123

（二十九）三明市城市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周庆裕

办公地址：三明市梅列区玫瑰新村 51 幢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230905

（三十）三明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负责人：金轶人

办公地址：三明市梅列区杜鹃新村 12 幢四层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288872

（三十一）三明市档案局（设在市委办）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李永松

办公地址：高岩新村 1 栋四层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5171208

门户网站：http://sm.fj-archives.org.cn

（三十二）三明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设在市委编办）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余迭荣

办公地址：三明市梅列区高岩新村 7 幢二层西侧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246291

门户网站：http://smbb.sm.gov.cn

（三十三）三明市民政综合执法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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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李明

办公地址：三明市梅列区崇桂新村 86 幢七层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239779

（三十四）三明市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雷冰

办公地址：三明市三元区富兴路 46 号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306797

门户网站：http://jtj.sm.gov.cn

（三十五）三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周福明

办公地址：三明市梅列区玫瑰新村 51 幢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230915

（三十六）三明市森林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孙俐

办公地址：三明市梅列区绿岩新村 1 号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242763

（三十七）三明市煤炭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孙琨

办公地址：三明市梅列区红岩新村 17 幢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222629

（三十八）三明市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中心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施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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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三明市梅列区江滨北路 11 号（碧湖）二层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7500960

（三十九）三明市社会劳动保险管理中心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吴新冠

办公地址：三明市江滨北路 11 号三明市行政服务中心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958509、0598-8958108

（四十）三明市公安局交警管理支队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陈清雄

办公地址：三明市梅列区乾龙新村 190 号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323081

门户网站：三明公安公众服务网

（四十一）三明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王平

办公地址：三明市梅列区新市北路 889 号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223988

门户网站：三明公安公众服务网

（四十二）三明市地震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廖上斌

办公地址：三明市梅列区绿岩新村 95 幢三层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955816

二、受委托的行政机关或组织

（一）三明市水政监察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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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机关：三明市水利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胡凤翥

办公地址：三明市梅列区高岩新村 38 幢二层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063905

（二）三明市商务行政执法支队

委托机关：三明市商务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周正财

办公地址：三明市梅列区双园新村 28 幢三层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230822

（三）三明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支队

委托机关：三明市文化和旅游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蒋妙生

办公地址：三明市梅列区高岩新村 1 幢附二层

咨询或投诉电话：8225480、12318

（四）三明市卫生计生监督所

委托机关：三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刘源彬

办公地址：三明市梅列区红岩新村 4 幢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873188

（五）三明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

委托机关：三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邓荣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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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三明市市政府大楼一层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7506743

门户网站：http://rsj.sm.gov.cn

（六）三明市环境监察支队

委托机关：三明市生态环境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林以俊

办公地址：三明市梅列区新市北路 102 号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288176

门户网站：http://shb.sm.gov.cn

（七）三明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工作站

委托机关：三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汪朝阳

办公地址：三明市三元区新市中路 208 号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592146

（八）三明市建设工程质量服务中心

委托机关：三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梁章进

办公地址：三明市三元区新市中路 208 号

咨询或投诉电话：0598-8592146

（九）三明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支队

委托机关：三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办公地址：三明市梅列区沪明新村 60 幢









三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3月 1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