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颛桥城管打通服务社区最后“一公里”

今年以来闵行区颛桥镇城管中队，把
着力推进建立城管工作室（站）作为一项
重点工作来抓，旨在破解社区中的城市管
理顽疾难症， 打造更加良好的人居环境。
颛桥镇城管中队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在全
镇各村、 居相继设立了3家城管社区工作
站和37家城管社区工作室，通过派驻执法
人员深入村居， 与社区管理力量相结合，
进一步推动城市管理从后端执法向前端
防控转变。

居委眼中的“城管工作室”

居委干部、小区物业都对社区工作室
的城管执法表示欢迎。 日月华城居委许书
记说：
“
原本需要通过上报、等待处理的小
区问题， 现在有城管队员在小区里值班，
或是打他一个电话，城管队员就像居委干
部一样，马上就来了。 ”
打破以往的常规套路，社区居委遇上
管理难题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联系城管队
员，这从某种意义上讲，反应出颛桥镇
“
城
管工作站（室）”的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日前， 对口银都居委的城管队员小吴在
“
坐诊”工作室时，接到居民投诉：一户人
家正在顶楼施工，涉嫌违法搭建。 小吴二

话不说，第一时间联系同事赶往现场。 经
现场查看并从居委处了解到，该业主正在
圈占北侧露台搭建阳光房。 执法队员及时
与业主取得了联系，向其解释了相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及相应后果，动之以情，晓之
以理，获得了业主的理解和配合，当即要
求施工工人将违建墙体予以拆除。 通过类
似
“
新增违建午时起，严管督促日落拆”的
案例，及时发现问题苗头，并把它遏制在
萌芽状态，远比事件成型之后的执法成本
低，而且效果更好。
中队设立城管工作室的时间并不久，
而立足社区服务群众的例子却比比皆是。
从居民天井违建、破坏房屋外貌，到占道
设摊、
“
敲墙头”、占绿毁绿等事不一而足，
只要群众有呼声，队员们也随之
“
忙活开
来”。 半年多来，各工作站（室）累计接待居
民咨询近200人， 受理居民和居委投诉50
多件，件件都得到了妥善的处理，获得了
居民的肯定和好评。

队员眼中的“城管工作室”
城管执法队员把进驻“
城管工作室”
“
在工
作为一个平台和一项荣誉，他们说：
作室工作，一是能直面群众，为群众解决

诉求后颇有成就感；二是能不断提升自己
的业务素养，促进自己快速进步。 ”
城管工作站（室）设立伊始，颛桥城管
中队仅选派富有工作经验的优秀执法人
员进驻社区，并按照区城管执法局对城管
工作室（站）的要求，将派驻队员的照片、
工号、联系方式等公示在显著位置，实行
“
百姓需求大如天、 村居问题不隔天”和
“
首问负责制”制度（即社区城管队员作为
村居的联系人，是辖区内各类投诉案件的
第一责任人，村、居反映问题，社区城管队
员必须在24小时内进行现场认定和处置
意见反馈，并记录在工作日志上；如遇难
点顽症，则上报中队领导，通过其他部门
协助等方式，切实解决群众需求)。

群众眼中的“城管工作室”
为使城管进社区工作顺利、 有序开
展，社区工作站（室）挂牌后，中队负责人
来到居委会实地走访， 与社区居委会主
任、书记面对面交流，引荐进驻队员的同
时，与居委干部沟通进驻社区后的工作衔
接与合作方式，依托社区平台，更好地服
务群众。
中队通过设立宣传栏等方式，宣传城

甘泉城管以党建为引领 打赢“五违四必”攻坚战
普陀区甘泉路街道城管中队在
街道党工委、 办事处的坚强领导下，
在区城管局的全面指导下，坚持以党
建为引领，以
“
环境明显改观、街面有
效控制”为目标，充分发挥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作用，激发党员干部的先锋
模范作用， 增强服务意识和大局意
识，全面完成
“
五违四必”环境综合整
治各项工作任务。 截至目前，已完成
拆违任务11594平方米，完成率名列
全区第一。
甘泉路街道城管中队与甘泉路
街道派出所党组织结对共建，依托业
务相近、行业关联、目标一致的党建
联建工作平台，围绕共同目标，建立
以联席会议为主，其他多种形式并存

的沟通联系机制，形成与派出所条块
联手，各方参与的开放、互动工作格
局。 在此次
“
五违四必”小区环境综合
整治中，中队获得了派出所的大力支
持， 社区民警积极参与治安维稳工
作，及时处置尚处于萌芽状态的不稳
定因素，成为小区整治平稳有序推进
的坚固保障。
中队依托街道城市网格化综合管
理共建平台，围绕推进社区综合治理，
与市容绿化、房管、物业等部门建立起
联动、联治、联创的工作机制，积极投
身创城巩卫各项活动。 虽然小区执法
关系居民的切身利益， 难度远超街面
执法， 但是中队依靠各联建单位和居
民区党组织的支持，采取
“
柔性执法”，

长桥城管有亮点

近日，长桥新二村居委将一面写着
“
立足社区促和谐，服务百姓做贡献”的
锦旗送到徐汇城管长桥中队，称赞长桥
中队在小区综合治理过程中不畏艰苦、

适度减少执法的强制力、扩大教育量、
缩小对立面， 确保五违整治工作未引
发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 赢得了广大
居民的支持， 甚至还赢得了部分整治
对象的好评， 今年中队收到由整治对
象寄来的锦旗2面、表扬信1封。
“
五违四必”工作取得了阶段性
胜利，但甘泉路街道城管中队的拆违
整治工作并不会因此松懈，中队将始
终坚持紧紧围绕党建、 依托党建、深
化党建，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和巩固
国家卫生区为目标，发扬砥砺奋进的
上海城管精神，在街道党工委、办事
处的正确领导下，继续全面投入到新
一轮的
“
五违四必”整治工作中。
陈一飞

居委称赞送锦旗

克服困难，充分发挥了主力军作用。
长桥新二村分为两个小区，分别建
于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 属于老旧
房屋，由于历史原因，小区内违法搭建、
占用公共场所等情况较为普遍。该居委
由队员黄争荣负责联系，他通过耐心交
流、积极服务、以理服人的工作方法，用
真诚感化了当事人的抵触情绪，有序推
进了住宅小区的综合治理工作。
黄争荣在长桥新二村小区治理工
作中总是冲在最前沿，不怕脏、不怕累，
积极主动的工作作风受到了周围小区

居民群众的点赞表扬，而他自己却谦虚
地表示，是自己分内的工作，就应该为
建设美丽小区出一分力。
目前，中队正在开展
“
强基础、转作风、
树形象”学习教育活动，黄争荣这种不
畏艰苦、脚踏实地、敬业奉献的精神，无
疑落实和体现了
“
打造
‘
政治坚定、作风
优良、纪律严明、廉洁务实’执法队伍”
“
爱
的活动宗旨，展示了城管执法队员
岗敬业、乐于奉献”的良好形象，为身边
的广大队员树立了学习榜样。
王前方

新江湾城管“会诊”市容助力“半马”

杨浦区升级城市人文活力的步
履不止， 日前，YOUNGPLUS上海杨
浦新江湾城半程马拉松开赛，为配合
赛事活动，杨浦新江湾城城管中队为
新江湾半程马拉松” 比赛沿线市容
“
环境进行
“
把脉会诊”，对比赛路线做
到
“
早熟悉、早巡视、早整治”，为保障
赛事顺利进行做好做足
“
功课”。
城管中队召开专题会议部署相
关工作，在继续抓好辖区路面常态化
管理、加大日常巡查力度之外，要求
对比赛路线市容情况全面排查，严格
管控市容管理薄弱易发路段，重点突

出辖区建设工地管控工作。
目前，新江湾城辖区内在建工地
有十几个，保障路线上就有在建工地
近十个。 根据
“
新江湾半程马拉松”保
障要求，城管中队明确了施工车辆进
出工地的时限和责任区管理要求，最
大限度降低施工对赛事的影响；落实
了比赛当天每位城管队员的固守岗
点、到岗时间及岗位职责，确保做到
万无一失；城管队员专门到工地现场
宣传赛事期间工地管理的要求，要求
工地负责人全力配合， 加强工地管
理，降尘降噪，规范施工，并安排专人

负责赛前工地周边环境整治；落实工
地专管人员与城管岗点队员对接，做
好工地周边秩序维护，为
“
半马”顺利
成剑杰
圆满进行维护优良秩序。

市管理的工作职责及相关法律法规；设置
宣传站点，让队员从幕后走到台前，既当
宣传员，亦作
“
老娘舅”，向小区居民宣传
标准化执法、 违法事件举报及涉及绿化、
违建、渣土等城管法律知识，向居民发放
宣传单，现场接受居民咨询，以及居民提
出的意见和建议，为的是在社区里留下的
不单单是联系队员的名字，更是群众心中
那熟悉的身影。 与结对居委联合，邀请部
分居民代表召开座谈会，倾听他们对城管
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向他们宣传城管法律
法规，使他们成为城管工作的参与者。 通
过这一系列宣传工作的开展，较好地营造
了良好的工作氛围，从而为小区居民能切
实地走进城管、了解城管，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颛桥镇城管中队相关负责人表示：
‘
民意收
“
要把工作室打造成职能部门的
集站’、执法队伍的‘先锋兵’、邻里之间
‘
老娘舅’。 ”实现城市管理工作重心下
的
移， 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我管理有效
衔接，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把矛盾化
解在基层， 切实解决好群众反映的热难
点问题。
尹德建

五角场城管
打击非法集资行为
为打击利用广告资讯信息进行非法集资的违法违规行
为，从源头上防范非法集资活动的传播，五角场街道城管中
队结合违法户外广告专项治理工作， 集中开展了针对涉嫌
非法集资广告讯息的排查清理活动。 中队专门成立了违法
户外广告治理工作小组，在辖区内对沿街非法户外广告，特
别是投资理财类户外广告、店招店牌设施进行全面排查。
10月23日，执法人员在巡查国权北路时，发现国权北
路2-6号有一块约3.5平方米的涉嫌非法集资的违规户外
广告，遂找到当事人对其进行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教育，责
令其拆除。 然而当事人态度蛮横，不愿意配合，执法人员
告诫其若逾期不拆除，将依法强制拆除，并把案件移送公
安机关调查。 经过执法人员长时间的思想工作，当事人最
终表示愿意拆除。
10月25日下午，五角场街道城管中队会同公安、街道
社区管理办等部门到现场协助， 对这块涉嫌非法集资的
违规户外广告进行了拆除，同时周边另外3块违规户外广
告也一并在做业主思想工作后进行了拆除。 此外，执法人
员还对附近过路市民进行了正面教育引导，提醒市民
“
谨
防上当受骗”，不少市民对城管执法人员的善意行为表示
廉学勇
赞赏。

整治渣土抓源头
严格管控显成效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市容市貌和环境秩序，有效杜绝渣
土运输车辆抛撒滴漏、扬尘污染等违规行为的发生，近日，
虹口城管凉城中队开展了对辖区内渣土运输车辆的整治。
凉城城管中队抓住工地源头，对辖区内广灵四路等大
型工地周边进行重点巡查，发现有渣土车盖板未密闭的情
况，执法队员当即要求渣土车靠边停车接受检查，责令驾
驶员关上盖板整改， 要求驾驶员控制装载量和行驶速度，
减少道路扬尘，并约谈运输车辆所属单位负责人到中队进
一步调查处理。 除此之外，执法队员还在辖区内对跨区道
路，如广中路、广粤路等路段加大巡查力度，对在该路段行
驶的渣土车逐一核实相关证件和行使路线情况，对违规当
事人依法立案查处，促进相关当事人规范渣土运输和处置
行为。通过这一系列的整治，较好地遏制了渣土运输车辆不
按时间、路线行驶，以及不密闭、不包扎和不覆盖运输散流
体物料等行为，坚决防止抛洒滴漏等现象造成的路面二次
污染。
今后，凉城中队将继续对辖区内渣土运输车辆保持严
管严控，并将通过与交警、交通、建设等各级部门和执法力
量之间的相互协作，对渣土车的违规运输行为形成合力打
韩晨辰
击，共同创建一个文明、有序的辖区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