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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防空办公室文件
浙人防办〔２０１９〕２２ 号
浙江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印发《 浙江省
人民防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２０２０ 版） 》 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人防办：
根据行政执法工作需要，我办制订了《浙江省人民防空行政
处罚裁量基准（２０２０ 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浙江省人民防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２０２０ 版）》自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 日起实施，《浙江省人民防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２０１７ 版）》同
时废止。
浙江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１—

—２—

１

法律依据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
十八条 城市新建民用建筑，违反国家有关
规定不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
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修建，可以并处十万
建、少 元以下的罚款。
处罚 不建防空地
２．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 ００５８０
防空法〉
办法》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
下室的处 十二条规定，
－ ０００
新建地面民用建筑不建或者少
罚
建防空地下室的，由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修建、补建或者按照
规定缴纳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并可以
按照应建防空地下室面积每平方米四十元以
上八十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但最高不得
超过十万元。

序 权力 权力名称
号 基本码

违法情节
处罚标准
备注
由于客观原因造成不建或少建
后，主动补建防空地下室或补缴 免予处罚。
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的。
不建或少建面积在 ５００ 平方米以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修建、补建或者按照规定
下的。
缴纳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修建、补建或者按照规定
不建或少建面积在 ５００ 平方米以 缴纳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按照应建防
空地下室面积每平方米四十元以上五十元以
上 １０００ 平方米以下的。
下的标准处以罚款。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修建、补建或者按照规定
不建或少建面积在 １０００ 平方米 缴纳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按照应建防
以上 １５００ 平方米以下的。
空地下室面积每平方米五十元以上六十元以
下的标准处以罚款。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修建、补建或者按照规定
不建或少建面积在 １５００ 平方米 缴纳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按照应建防
以上 ２０００ 平方米以下的。
空地下室面积每平方米六十元以上七十元以
下的标准处以罚款。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修建、补建或者按照规定
不建或少建面积在 ２０００ 平方米 缴纳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按照应建防
空地下室面积每平方米七十元以上八十元以
以上 ２５００ 平方米以下的。
下的标准处以罚款。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修建、补建或者按照规定
不建或少建面积在 ２５００ 平方米 缴纳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按照应建防
空地下室面积每平方米八十元的标准处以罚
以上的。
款，但最高不超过十万元。

浙江省人民防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２０２０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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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人防
需要的地
下工程竣
处罚 工 验 收
－ ００５８１ 后，未 将
－ ０００ 验收文件
报人防主
管部门备
案的处罚

擅自施
自
处罚 工、擅
迁移造成
－ ００５８３
人防警报
－ ０００
设施损坏
的处罚

２

３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处 １０００ 元 ＋ （逾期天数 － 整改天数）× ５００
元罚款，但最高不超过 ５０００ 元。

免予处罚。

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 ２００ 元以
擅自施工、擅自迁移人防警报设 给予警告；
１０００ 元以上至 ２０００ 元以
下罚款，
对单位处
施，造成损失 ５０００ 元以下的。 下罚款；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浙江省人民防空警报设施管理办法》
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 ２００ 元以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 擅自施工、擅自迁移人防警报设 给予警告；
４００ 元以下罚款，
对单位处 ２０００ 元以上
上至
之一的，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 施，造成损失 ５０００ 元以上 １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赔
限期改正，可以对个人并处 １０００ 元以下罚 元以下的。
偿损失。
款，对单位并处 １０００ 元以上 １００００ 元以下罚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 ４００ 元以
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擅自施工、
擅自迁移人防警报设
上至 ６００ 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 ４０００ 元以上
（一）工程建设涉及人民防空警报设施 施，造成损失 １００００ 元以上 １５０００ ６０００
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
安全，未向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报告，擅自施工
偿损失。
造成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损坏的；（二）擅自迁 元以下的。
移人民防空警报设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 ６００ 元以
擅自施工、擅自迁移人防警报设 给予警告；
８００ 元以下罚款，
对单位处 ６０００ 元以上
上至
施，造成损失 １５０００ 元以上 ２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 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赔
元以下的。
偿损失。
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 ８００ 元以
擅自施工、擅自迁移人防警报设 给予警告；
１００００ 元以下罚款，
对单位处 ８０００ 元以上
上
施，造成损失 ２００００ 元以上或影 １００００ 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赔
响人防警报试鸣的。
偿损失。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
空法〉办法》第十七条 人民防空工程和兼 限期改正的。
顾人民防空需要的地下工程竣工后，建设单
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组织竣工验
收，并将验收文件报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
定，兼顾人民防空需要的地下工程竣工后未
将验收文件报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备案的，由 逾期未改正的。
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擅自施工、擅自迁移人防警报设
施，未造成损坏或未影响正常使
用的。

—４—

建设单位
未按照国
家规定将
人防工程
竣工验收
处罚 报 告、有
－ ００５８６ 关认可文
－ ０００ 件或者准
许使用文
件报送人
防主管部
门备案等
的处罚

建设单位
未组织人
防工程竣
工验收或
者验收不
处罚 合 格，擅
－ ００５８８ 自交付使
－ ０００ 用或者对
不合格的
人防工程
按照合格
工程验收
的处罚

４

５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 违反第（一）项规定的。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
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一）未组织竣工验收，擅自交付
使用的；（二）验收不合格，擅自交付使用的；
（三）对不合格的建设工程按照合格工程验 违反第（二）项规定的。
收的。
第七十三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
位罚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
违反第（三）项规定的。
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造成特别重大质量事故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造成一般质量事故的。
的，责令改正，处 ２０ 万元以上 ５０ 万元以下的
罚款……（四）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或
者审查不合格，擅自施工的……（八）未按照
国家规定将竣工验收报告、有关认可文件或 造成严重质量事故的。
者准许使用文件报送备案的。
第七十三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
位罚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 造成重大质量事故的。
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未造成质量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 ４％ 的罚款；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１０％ 的罚款；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责令限期改正；处 ２０ 万元至 ２６ 万元的罚款；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５％ 至 ６％ 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处 ２６ 万元至 ３２ 万元的罚款；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６％ 至 ７％ 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处 ３２ 万元至 ３８ 万元的罚款；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７％ 至 ８％ 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处 ３８ 万元至 ４４ 万元的罚款；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８％ 至 ９％ 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处 ４４ 万元至 ５０ 万元的罚款；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９％ 至 １０％ 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 ２％ 的罚款；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５％ 的罚款；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责令限期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 ３％ 的罚款；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７． ５％ 的罚款；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５—

６

造成特别重大质量事故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条 违
反本条例规定，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
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的，责令停 造成一般质量事故的。
止违法行为，对勘察、设计单位或者工程监理
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或者监理
酬金 １ 倍以上 ２ 倍以下的罚款；对施工单位
勘 察、设 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
计、施工、 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
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
处罚 工程监理
单位超越
予以没收。
－ ００５９０
本单位资 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以取缔， 造成严重质量事故的。
－ ０００
质等级承 依照前款规定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
揽人防工 没收。
程的处罚 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
吊销资质证书，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以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第七十三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
位罚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造成重大质量事故的。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
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未造成质量事故的。

对勘察、设计单位或者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
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或者监理酬金 １ 倍至
１． ２ 倍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
２％ 至 ２． ４％ 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
收；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以取缔；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５％ 至 ６％ 的罚款。
对勘察、设计单位或者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
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或者监理酬金 １． ２ 倍
至 １． ４ 倍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
款 ２． ４％ 至 ２． ８％ 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
以没收；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以取
缔；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６％ 至 ７％ 的罚款。
对勘察、设计单位或者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
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或者监理酬金 １． ４ 倍
至 １． ６ 倍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
款 ２． ８％ 至 ３． ２％ 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
以没收；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以取
缔；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７％ 至 ８％ 的罚款。
对勘察、设计单位或者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
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或者监理酬金 １． ６ 倍
至 １． ８ 倍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
款 ３． ２％ 至 ３． ６％ 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
以没收；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以取
缔；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８％ 至 ９％ 的罚款。
对勘察、设计单位或者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
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或者监理酬金 １． ８ 倍
至 ２ 倍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
３． ６％ 至 ４％ 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
收；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以取缔；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９％ 至 １０％ 的罚款。

—６—

７

造成特别重大质量事故的。

造成一般质量事故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
勘 察、设 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
计、施工、 揽工程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
工程监理 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
费、设计费和监理酬金 １ 倍以上 ２ 倍以下的
处罚 单位允许
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 造成严重质量事故的。
其他单位
－ ００５９１
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
或者个人
－ ０００
以本单位 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
名义承揽 书。
人防工程 第七十三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
的处罚 位罚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
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造成重大质量事故的。

未造成质量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
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
设计费和监理酬金 １ 倍至 １． ２ 倍的罚款；对
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 ２％ 至 ２． ４％ 的罚
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５％ 至 ６％ 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
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
设计费和监理酬金 １． ２ 倍至 １． ４ 倍的罚款；
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 ２． ４％ 至 ２． ８％
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６％ 至 ７％ 的
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
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
设计费和监理酬金 １． ４ 倍至 １． ６ 倍的罚款；
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 ２． ８％ 至 ３． ２％
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７％ 至 ８％ 的
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
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
设计费和监理酬金 １． ６ 倍至 １． ８ 倍的罚款；
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 ３． ２％ 至 ３． ６％
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８％ 至 ９％ 的
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
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
设计费和监理酬金 １． ８ 倍至 ２ 倍的罚款；对
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 ３． ６％ 至 ４％ 的罚
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９％ 至 １０％ 的罚
款。

—７—

８

承包单位
处罚 将承包的
人防工程
－ ００５９２
转包或者
－ ０００
违法分包
的处罚

造成特别重大质量事故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承包单位将承包的工程转 造成一般质量事故的。
包或者违法分包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
得，对勘察、设计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
设计费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
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零
点五以上百分之一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
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
质证书。
工程监理单位转让工程监理业务的，责 造成严重质量事故的。
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合同约定的监理酬
金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
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
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第七十三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
位罚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造成重大质量事故的。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
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未造成质量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
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 ２５％ 至
３０％ 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
０ ５％ 至 ０ ６％ 的罚款；对监理单位处合同约
定的监理酬金 ２５％ 至 ３０％ 的罚款；对单位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
位罚款数额 ５％ 至 ６％ 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
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 ３０％ 至
３５％ 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
０ ６％ 至 ０ ７％ 的罚款；对监理单位处合同约
定的监理酬金 ３０％ 至 ３５％ 的罚款；对单位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
位罚款数额 ６％ 至 ７％ 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
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 ３５％ 至
４０％ 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
０ ７％ 至 ０ ８％ 的罚款；对监理单位处合同约
定的监理酬金 ３５％ 至 ４０％ 的罚款；对单位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
位罚款数额 ７％ 至 ８％ 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
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 ４０％ 至
４５％ 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
０ ８％ 至 ０ ９％ 的罚款；对监理单位处合同约
定的监理酬金 ４０％ 至 ４５％ 的罚款；对单位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
位罚款数额 ８％ 至 ９％ 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
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 ４５％ 至
５０％ 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
０ ９％ 至 １％ 的罚款；对监理单位处合同约定
的监理酬金 ４５％ 至 ５０％ 的罚款；对单位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
罚款数额 ９％ 至 １０％ 的罚款。

—８—

９

违反第（一）（四）项规定，违反强
制性条款五条以上的；违反第
（二）项规定，已实施且造成重大
或特别重大质量事故的；违反第
（三）项规定，设计单位指定五种
以上的。

违反第（一）（四）项规定，违反强
制性条款二条的；
违反第（二）项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 规定，已实施但未造成质量事故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 的；违反第（三）项规定，设计单
正，处 １０ 万元以上 ３０ 万元以下的罚款：（一） 位指定二种的。
勘察单位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
人防工程 察的；（二）设计单位未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
勘 察、设 行工程设计的；（三）设计单位指定建筑材 违反第（一）（四）项规定，违反强
计单位未 料、建筑构配件的生产厂、供应商的；（四）设
违反第（二）项
处罚 按照工程 计单位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 制性条款三条的；
规定，
已实施且造成一般质量事
－ ００５９３ 建设强制 的。
故的；违反第（三）项规定，设计
－ ０００ 性标准进
有前款所列行为，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 单位指定三种的。
行 勘 察、 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
设计等的 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处罚 任。
第七十三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 违反第（一）（四）项规定，违反强
位罚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制性条款四条的；违反第（二）项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 规定，已实施且造成严重质量事
故的；违反第（三）项规定，设计
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单位指定四种的。

违反第（一）（四）项规定，违反强
制性条款一条的；违反第（二）项
规定，已设计但没有实施的；违反
第（三）项规定，设计单位指定一
种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２６ 万元至 ３０ 万元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单位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
罚款数额 ９％ 至 １０％ 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处 ２２ 万元至 ２６ 万元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单位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
罚款数额 ８％ 至 ９％ 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处 １８ 万元至 ２２ 万元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单位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
罚款数额 ７％ 至 ８％ 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处 １４ 万元至 １８ 万元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单位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
罚款数额 ６％ 至 ７％ 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处 １０ 万元至 １４ 万元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单位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
罚款数额 ５％ 至 ６％ 的罚款。

—９—

施工单位
不履行人
处罚 防工程保
－ ００５９６ 修义务或
－ ０００ 者拖延履
行保修义
务的处罚

人防工程
监理单位
与被监理
人防工程
的施工承
包单位以
及建筑材
筑
处罚 料、建
构配件和
－ ００５９８
设备供应
－ ０００
单位有隶
属关系或
者其他利
害关系承
担该项人
防工程的
监理业务
的处罚

１０

１１

责令限期改正；处 １０ 万元至 １３ 万元的罚款；对
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 在保修期内因质量缺陷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
任；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六条 修义务 ３ 个月以下的。
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５％ 至 ６ ６％ 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不履行保修义务
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的，责令改正，处 １０
责令限期改正；处 １３ 万元至 １７ 万元的罚款；
万元以上 ２０ 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对在保修期 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 对在保修期内因质量缺陷造成的损失承担赔
内因质量缺陷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修义务 ３ 个月以上 ６ 个月以下 偿责任；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第七十三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 的。
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６ ６％ 至
位罚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８ ４％ 的罚款。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
责令限期改正；处 １７ 万元至 ２０ 万元的罚款；对
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 在保修期内因质量缺陷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
任；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修义务 ６ 个月以上的。
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８ ４％ 至 １０％ 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处 ５ 万元至 ６ 万元的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
予以没收；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未造成质量事故的。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５％ 至 ６％ 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处 ６ 万元至 ７ 万元的罚款；有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八条
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违反本条例规定，工程监理单位与被监理工 造成一般质量事故的。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程的施工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
６％ 至 ７％ 的罚款。
件和设备供应单位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
关系承担该项建设工程的监理业务的，责令
责令限期改正；处 ７ 万元至 ８ 万元的罚款；有
改正，处 ５ 万元以上 １０ 万元以下的罚款，降 造成严重质量事故的。
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的，予以没收。
７％ 至 ８％ 的罚款。
第七十三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
责令限期改正；处 ８ 万元至 ９ 万元的罚款；有
位罚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 造成重大质量事故的。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８％ 至 ９％ 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处 ９ 万元至 １０ 万元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
予以没收；对单位直接负责的
造成特别重大质量事故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
额 ９％ 至 １０％ 的罚款。

— １０ —

１２

处罚 拆除人民
防空工程
－ ９９００２
后拒不补
０００
建的处罚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二千元至
三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二万元至三万元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一千元至
二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一万元至二万元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四千元至
拆除人防工程后拒不补建面积 五千元罚款，
对单位处四万元至五万元罚款；
２５００ 平方米以上的。
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２０００

拆除人防工程后拒不补建面积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三千元至
平方米以上 ２５００ 平方米以 四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三万元至四万元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下。

拆除人防工程后拒不补建面积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 １０００ 平方米以上 １５００ 平方米以
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下的。
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
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
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
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拆除人防工程后拒不补建面积
……（四）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后拒不补建的 １５００ 平方米以上 ２０００ 平方米以
……
下的。

５００

拆除人防工程后拒不补建面积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一千元罚
平方米以上 １０００ 平方米以 款，对单位处一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
下的。
赔偿损失。

拆除人防工程后拒不补建面积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依法
平方米以下的。
赔偿损失。

５００

— １１ —

１３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三千元至
四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三万元至四万元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二千元至
三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二万元至三万元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一千元至
二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一万元至二万元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四千元至
擅自拆除、改造、报废人防工程面 五千元罚款，
对单位处四万元至五万元罚款；
积 ２５００ 平方米以上的。
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
空法〉办法》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 擅自拆除、改造、报废人防工程面
不得擅自拆除、改造或者报废人民防空工程。 １０００ 平方米以上 １５００ 平方米
确需拆除、改造或者报废的，应当按照国家和 积以下的。
擅 自 拆 省有关规定，报经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
处罚 除、改造、 防空主管部门批准。
－ ９９００３ 报废人防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三
－ ０００ 工程的处 款、
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 擅自拆除、改造、报废人防工程面
罚
一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积 １５００ 平方米以上 ２０００ 平方米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对个人并处五
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 以下的。
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
失。
擅自拆除、改造、报废人防工程面
积 ２０００ 平方米以上 ２５００ 平方米
以下的。

擅自拆除、改造、报废人防工程面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一千元罚
积 ５００ 平方米以上 １０００ 平方米 款，对单位处一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
以下的。
赔偿损失。

擅自拆除、改造、报废人防工程面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依法
赔偿损失。
积 ５００ 平方米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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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占用人民
防空通信
专用频
率、使 用
与防空警
处罚 报相同的
－ ９９００４ 音响信号
－ ０００ 或者擅自
拆除人民
防空通
信、警 报
设备设施
的处罚

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
使５
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
３０ 秒以下或影响范围涉
次以下、
及 １ 万平方米以下的。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
警报设
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 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
备设施，
未造成损坏或未影响正
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 常使用的。
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
使用与
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 占用人防通信专用频率、
防空警报相同音响信号，
５ 次以
１０ 次以下、
３０ 秒以上 ６０ 秒以
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 上下或影响范围涉及
１ 万平方米以
失……（五）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
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 上 １０ 万平方米以下的。
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
警报设备
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的……
造成损失 ２０００ 元以下的。
２．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设施，
防空法〉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任何单 占用人防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
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 防空警报相同音响信号，１０ 次以
１５ 次以下、
６０ 秒以上 ９０ 秒以
设施。确需拆除的，应当与安装相关设施的 上下或影响范围涉及
１０ 万平方米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协商，签订重新安装协议。 以上 ５０ 万平方米以下的。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三
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 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
备设施，造成损失
２０００ 元以上
一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５０００
元以下的。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对个人并处五
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 占用人防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
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 防空警报相同音响信号，１５ 次以
上 ２０ 次以下、９０ 秒以上 １２０ 秒以
失。
３． 《浙江省人民防空警报设施管理办 下或影响范围涉及 ５０ 万平方米
法》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 以上 １００ 万平方米以下的。
情形之一的，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给予警告，
警报设
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个人并处 ５０００ 元以下 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
５０００ 元以上
备设施，造成损失
罚款，对单位并处 １００００ 元以上 ５００００ 元以 １００００ 元以下的。
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使用与
……（二）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 占用人防通信专用频率、
２０ 次以
防空警报相同音响信号，
与人民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的。（三） 上、１２０ 秒以上或影响范围涉及
擅自拆除人民防空警报设备设施的。
１００ 万平方米以上的。
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
警报设
１００００ 元以上
备设施，
造成损失
或影响人防警报试鸣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四千元至
五千元罚款，对单位处四万元至五万元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一千元至
二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一万元至二万元罚款； 同 时
有两
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种违
法情
节的，
按照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二千元至 较的 重情
三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二万元至三万元罚款； 节、再
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提高
一个
阶次
处罚，
但最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三千元至 高得 不超
四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三万元至四万元罚款； 过 五
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万元。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一千元罚
款，对单位处一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
赔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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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１５

拒绝、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 报设施，
影响正常施工的。
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 拒绝、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
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
耽误施工工期 １５ 日以下
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 报设施，
的。
阻挠安装 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
失……（六）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 拒绝、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
处罚 人民防空
通
信、警
施，
拒不改正的……
报设施，耽误施工工期 １５ 日以上
－ ９９００５
报
设
施，
２． 《浙江省人民防空警报设施管理办 ３０ 日以下的。
－ ０００
拒不改正 法》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
的处罚 情形之一的，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给予警告， 拒绝、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
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个人并处 ５０００ 元以下 报设施，耽误施工工期 ３０ 日以上
罚款，对单位并处 １００００ 元以上 ５００００ 元以 ６０ 日以下的。
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拒绝、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
（一）拒绝、阻挠安装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拒 报设施，
耽误施工工期 ６０ 日以上
不改正的……
或影响人防警报试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 有下 危害人防工程及设施安全、影响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 人防工程使用或者降低人防工程
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
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 防护能力轻微的。
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三）违反国家有
关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 危害人防工程及设施安全、影响
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 人防工程使用或者降低人防工程
使用效能的……（七）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
或者倾倒废弃物的。
防护能力一般的。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危害人防工 第二十六条
禁止下列危害人民防空工程及设施安全或
程及设施安 者降低其防护能力的行为：（一）在危及人民防空工程安 危害人防工程及设施安全、影响
处罚 全或者降低
－ ９９００７ 人防工程防 全范围内进行采石、取土、爆破、钻探、打桩、挖洞、开沟等 人防工程使用或者降低人防工程
降低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能力的作业；（二）在人民防空工 防护能力较重的。
－ ０００ 护能力的行 程机动车辆进出和正常使用的范围内设置障碍或者新建
为的处罚 建筑物、构筑物；（三）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放废水、废气
或者倾倒废弃物；（四）毁损人民防空工程孔口的防洪、防 危害人防工程及设施安全、影响
灌设施，堵塞或者截断人民防空工程的进排风竖井或者管 人防工程使用或者降低人防工程
道；（五）其他危害人民防空工程及设施安全或者降低人 防护能力严重的。
民防空工程防护能力的行为。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三款、第二十六
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 危害人防工程及设施安全、影响
民防空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对个人并 人防工程使用或者降低人防工程
处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 防护能力特别严重的。
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２．

１．

１．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一千元罚
款，对单位处一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
赔偿损失。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一千元至
二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一万元至二万元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二千元至
三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二万元至三万元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三千元至
四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三万元至四万元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四千元至
五千元罚款，对单位处四万元至五万元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一千元罚
款，对单位处一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
依法赔偿损失。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二千元罚
款，对单位处二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
依法赔偿损失。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三千元罚
款，对单位处至三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
当依法赔偿损失。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四千元罚
款，对单位处四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
依法赔偿损失。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五千元罚
款，对单位处五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
依法赔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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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 侵占人防
工程的处
罚

１７

１８

－ ９９００９
－ ０００

不按国家
规定的防
处罚 护标准和
－ ９９００８ 质量标准
－ ０００ 修建人防
工程的处
罚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一千元罚
款，对单位处一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
依法赔偿损失。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二千元罚
款，对单位处二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
依法赔偿损失。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三千元罚
款，对单位处至三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
当依法赔偿损失。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四千元罚
款，对单位处四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
依法赔偿损失。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五千元罚
款，对单位处五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
依法赔偿损失。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应当
依法赔偿损失。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一千元罚
款，对单位处一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
依法赔偿损失。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一千元至
二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一万元至二万元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二千元至
三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二万元至三万元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三千元至
四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三万元至四万元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四千元至
侵占人防工程面积 ２５００ 平方米 五千元罚款，
对单位处四万元至五万元罚款；
以上的。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有一处违反国家标准中的强制性
条文的。
有二处违反国家标准中的强制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 条文的。
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
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 有三处违反国家标准中的强制性
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 条文的。
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二）不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 有四处违反国家标准中的强制性
量标准修建人民防空工程的……
条文的。
有五处以上违反国家标准中的强
制性条文的。
侵占人防工程面积 ５００ 平方米以
下的。
侵占人防工程面积 ５００ 平方米以
上 １０００ 平方米以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 侵占人防工程面积 １０００ 平方米
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以上
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 １５００ 平方米以下的。
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 侵占人防工程面积 １５００ 平方米
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 以上 ２０００ 平方米以下的。
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
失：（一）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的……
侵占人防工程面积 ２０００ 平方米
以上 ２５００ 平方米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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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防空地下室管理办法》第二十 有一项违法行为逾期未改正的。
条 防空地下室维护管理应当符合下列要
求：（一）结构及构件完好，工程无渗漏，构配
件无锈蚀、破损等现象；（二）通风与空调、给 有二项违法行为逾期未改正的。
排水、电气、通信、消防等系统运行正常；
（三）防护设备和设施性能良好，消防、防水、
防汛等设备和设施安全可靠；（四）室内空气 有三项违法行为逾期未改正的。
等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五）进出
道路通畅，孔口伪装和地面附属设施完好。
第二十七条 防空地下室维护管理不符
合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要求的，由人民防空 有四项违法行为逾期未改正的。
行政主管部门对负责防空地下室维护管理的
单位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处 ５０００ 元以上 ２ 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五项违法行为逾期未改正的。

１．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防空法〉办法》第十九条第三款 平时利用
其他人民防空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向人民防 限期改正的。
空主管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三
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
一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对个人并处五
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
失。
２． 《浙江省防空地下室管理办法》第十
七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防空地下室验收文件 逾期未改正的。
备案后、投入使用前向人民防空行政主管部
门办理平时使用和维护管理登记手续，填写
登记表……防空地下室建设单位发生变更、
注销或者改变平时用途的，应当按照前款规
定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防空地下
处罚 室维护管
－ ９９０１０ 理不符合
－ ０００ 要求的处
罚

未按规定
向人防主
处罚 管部门办
－ ９９０１１ 理人防工
－ ０００ 程平时利
用登记手
续的处罚

１９

２０

给予警告；对个人处 １０００ 元 ＋ （逾期天数 －
整改天数）× ５００ 元罚款，最高不超过 ５０００
元；对单位处 １００００ 元 ＋ （逾期天数 － 整改天
数）× ２０００ 元罚款，但最高不超过 ５００００ 元；
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给予警告；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给予警告；处 ２００００ 元罚款。

给予警告；处 １８０００ 元罚款。

给予警告；处 １５０００ 元罚款。

给予警告；处 １００００ 元罚款。

给予警告；处 ５０００ 元罚款。

— １６ —
处 １０００ 元 ＋ （逾期天数 － 整改天数）× ５００
元罚款，但最高不超过 ５０００ 元。

注：１． 违法情节栏的“以上”包含本数，“以下”不包含本数；
２． 当事人态度端正、积极整改的，可以酌情从轻一个阶次处罚；当事人态度恶劣、消极整改的，可以酌情从重一个阶次处罚；
３． 工程质量事故等级划分标准，按《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建质〔２００７ 〕２５７ 号）和《关于做好房
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工作的通知》（建质〔２０１０〕１１１ 号）规定执行；
４． 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的行政处罚，依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五条规定报有权机关决定。

２１

逾期不补
处罚 报防空地
下室使用
－ ９９０１２
和维护管
－ ０００
理协议的
处罚

《浙江省防空地下室管理办法》第十九
条第二款 建设单位委托物业管理等单位实
施日常维护管理的，或者约定由使用单位实
施日常维护管理的，应当与物业管理等单位、
使用单位签订使用和维护管理协议，明确防
空地下室安全使用和维护管理责任，并自签
订协议之日起 １ 个月内将有关协议报送人民 逾期不补报的。
防空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六条 建设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
九条第二款规定，未将有关协议报送人民防
空行政主管部门的，由人民防空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补报；逾期不补报的，处 １０００ 元
以上 ５０００ 元以下的罚款。

抄送：省综合行政执法指导办公室。
浙江省人民防空办公室秘书处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