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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城管：精细化“绣出”风貌区别样风情
根据今年市、区精细化管理工作计划
部署和相关工作要求，徐汇风貌区管委办
执法管理推进组主动牵头， 主动对接，会
同徐汇城管执法局、区拆违办、区市场监
管局、天平街道、湖南街道、徐房集团等部
门，按照轻重缓急、分步实施的原则，在充
分调查摸底基础上，梳理整治点位，共同
推进2018年风貌区道路综合整治和精细
化管理工作。

道路环境整治不放松

根据风貌区道路整治三年行动计划
（2016-2018），今年将对风貌区剩下的16
条道路（其中，天平街道6条，湖南街道10
条）开展综合整治。 重点是沿街商家擅自
居改非、无证照经营、破墙开门（窗）、违法

搭建等开展整治。 目前天平、湖南已分别
成立专项工作组，正进行上门告知和联合
约谈等工作，集中整治也正有序开展。 截
至目前，已整治擅自居改非6家、无证照经
营6家。

月底前完成整治， 其余19条架空线入地道
路上的违规情况在三季度前完成整治；针
对涉及天平、 湖南两个街道存在的13个违
法占道摊亭棚点位，在6月底前完成清理整
治，为精细化管理扫除障碍。

街面环境秩序更优化

违法建筑将全面遏制

根据精细化管理
“
三全四化”要求，先
期对首批列入架空线入地的武康路、 淮海
中路、岳阳路、湖南路、肇嘉浜路五条道路
上存在的市容环境（五乱）、店招店牌、户外
广告、建筑立面、跨门经营、门责管理等违
法违规现象，摸清底数，把握动态，建立问
题清单，并开展地毯式、连续性清理整治和
常态长效管理。 针对各类违规的店招牌、电
子屏、五乱、跨门经营等违规现象，计划在5

按照市、区
“
无违居村（街镇）”创建的
目标要求和天平、湖南无违建居村（街镇）
创建计划安排，徐汇城管会同天平、湖南
两个街道，适时调整创建计划，在去年创
成的3个无违居村基础上， 将架空线首批
落地的5条道路涉及的22个居委， 会同两
个街道先行对标， 在6月底前完成无违创
建，其余12个居委四季度前创建完成。 经
统计，计划今年对天平、湖南、徐家汇、枫

胸佩党徽诠信念 赤诚为民释忠诚
宜川城管开展“亮身份、见行动”活动侧记
今年，普陀城管面临着
“
无违建居村”创建、
“
五
类违章亭岗”拆除等重大任务的严峻挑战。 为更好
地发挥党员攻坚克难的带头模范作用，宜川路街道
城管中队党支部积极开展党员
“
亮身份、见行动”活
动，明确党员亮证上岗三项工作要求：一是党员执
“
一门式”管
法着制服必须佩带党徽；二是在片区化
理工作区域设立
“
党员示范岗”；三是在
“
一人一居”
联系社区工作开展中建立
“
党员工作室”。 支部要求
党员对照三项要求，严格落实，坚决践行，以发挥党
员在一线执法工作中楷模的带动、辐射作用，提升
工作品位，促进工作成效。

按照片区化
“
一门式”管理工作要求，片区内各
职能单位按照分工不分家的原则，平时各个区块内
的运作如臂使指， 联合行动时又能做到握指成拳，
集中力量开展各种集中或专项整治任务。 中队党员
“
党员示范岗”，民有所呼，我有所
在各自片区设立
应，倾听群众急难愁问题，即使老百姓的诉求不在
城管执法范围内，党员也能带头受理，跨前一步，积
极配合其他部门做好执法保障，给诉求人一个满意
的回复，提升群众满意度。

任务繁重乐担当

结点问题迎难上

在 对 辖 区 内“五 类 违 章 亭 岗 ” 进 行 综 合 整 治
中，由于涉及的早餐帮帮车和福彩、体彩亭多数
属于历史遗留问题，而当事人情况复杂，有重病
患者也有家庭生活困难的残疾人，执法工作遇到
很大阻力，中队担当一线执法主责的党员积极发
挥党员带头模范作用，率先垂范，走访居委会等
部门详细了解当事人情况，耐心细致解读有关法
律法规，通过一次次沟通协调，最终中队成功拆
除辖区内违章岗 亭 28 个 ， 还 道 与 民 ， 得 到 市 民 一
致好评。

在中远两湾城开展
“
无违建居村”工作中，遇到
老百姓不理解、不配合，工作一时无法推进，中队党
员在支部副书记带领下，不畏难、不退缩，不辞辛
劳，逆风而上，风雨无阻，一次次到现场进行勘察、
挨家挨户开展法制宣传。 为确保法制宣传到位，党
员更是身先士卒，扎根一线，调整作息时间挨家挨
户共发放告知书2300余份，以高度的热情和敢于担
当的精神投入到拆违工作中，最终顺利完成拆违工
作。 截止到3月底，中队拆除辖区内违法建筑238个
陈一飞 叶剑平
点位，共计1800平方米。

矛盾交叉不推诿

2018年“长江口水域·九段沙之春”
联合执法系列整治行动启动

4月10日，冠名为2018年
“
长
江口水域·九段沙之春”的联合执
法系列整治行动，在以九段沙湿
地为主要区域的范围及周边展
开。 今天一早，在浦东三甲港
“
渔

业码头”举行了启动仪式，来自海
监、海警、边防、水域市容、渔政、
公安、九段沙湿地自然保护区等
多家执法部门的80名执法人员
参加了启动仪式，浦东新区合庆
镇海塘、直属两个
“
渔村”的部分
群众也参加并观摩了启动仪式。
在今天的整治行动中，清除
捕刀鱼网具2张，约计100米。 多
家参
“
战”的执法单位负责同志表
示，将通过
“
凸显亮点，突出重点，
以点带面，推动全面”的系列整治
行动，有效遏制季节性违法行为

复发。
这次执法整治主要针对
“
未
经许可，擅自进入保护区；擅自在
保护区范围内张网进行捕捞，尤
其是采用国家明令禁止的网具进
行捕捞；擅自进入保护区抓蟹、割
青等破坏岛上动植物资源；未在
上海港进行环卫报备、无排污许
可、无排污设施；过境的涉渔
‘
三
无’船舶”等行为进行分阶段集中
整治，以执法整治的实际成效来
切实维护、巩固和提升依法治理
曾祥林
成果。

协作拆除“地锁” 方便居民出行
春节过后， 田林街道在大调
研走访中，接到群众反映，在千六
居委桂林新苑小区内有人占用公
共停车位，擅自安装
“
地锁”，导致
小区停车难的困境雪上加霜，也
给老年人出行造成安全隐患。
对此， 走访该小区的大调研
工作组及时联系了田林街道城管
中队， 一方面由城管队员上门现
场查勘，了解实情；另一方面主动
和小区居委、物业对接，要求他们

加强管理。通过实地调查，该小区
“
地锁”现象不在少数，据
内私装
初步统计， 整个小区有将近五十
处
“
地锁”。
为了从源头上解决擅自安装
“
地锁”问题，维护居民正常的停
车秩序，3月12日下午起，田林街
道城管中队在居委和物业的配合
下，联合出击，对桂林新苑私自安
装的
“
地锁”进行拆除，当天共计
拆掉
“
地锁”三十余个，得到了居

民的点赞。余下的
“
地锁”，也在后
彭可普
续的整治中全部拆除。

林、斜土地区在三年行动计划记录在案的
小区内360个违法搭建点位共12004.1平
方米的违法建筑实施整治， 确保重点区
域、重点类型违法建筑全面拆除，新增违
法建筑及时处置，违法建设行为得到全面
遏制。

业态调整将提升品牌
在加强风貌区道路整治的同时，徐汇
城管联手区商务委、天平街道、湖南街道
等部门，在前期上门宣传、调查摸底的基
础上，按照关停、改造、调整三种方式，对
不具备经营条件的采取高压整治促其关
停； 对经营不规范的实施立面改造和规
范；对业态低端或不符合风貌要求的进行
孙 钦
升级或调整。

多措并举 创“无违”
拆除违建解民忧
为了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
关于开展无违建居村 （街镇）创
建工作的总体要求，全力消除存
量违法建筑，近日，虹口城管嘉
兴中队，对临平北路55号的渡边
国际商务园内及岳州路383号安
汇地产边的两处存在十多年的
存量违建进行了集中整治拆除，
共涉及面积约310平方米。

领导重视靠前指挥
虹口区城管执法局党委书
记、局长吴迪在春节后的第二个
工作日，便早早来到渡边国际商
务园进行实地调研。 在现场，听
取了中队的相关工作汇报，询问
了渡边拆违工作的具体情况和
存在的困难，亲自爬到顶楼察看
了园区内违建情况。街道领导曾
多次赴区土发中心等相关部门
进行协调，提升各相关部门之间
在拆违工作中的沟通、 协调、配
合的联动效能，为此次拆违工作
铺平道路。中队领导驻守在拆违
第一线，约谈、勘察、讲政策，已
成了每天的必修课，从没落下过
一天。 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嘉
兴中队拆违治乱工作才能进行
得如此顺利，正是因为他们的坚
持，嘉兴路街道才能拥有整洁的
“
新空间、新天地”。

和谐拆违成效显著
拆违不是蛮干，而是具有人

文关怀、具有温度的执法。 在开
展每一次拆违行动之前，中队执
法人员都会上门对违建者进行
说理、教育、劝服，为他们宣讲相
关法律法规，传达市里推进无违
居村创建工作的重要意义，以情
动人、以理服人、以法告人，最大
限度地争取群众的理解，把强拆
控制到
“
零”。
据了解，此次拆除的违法建
筑均已存在了十多年之久，由于
年代较远， 历史遗留问题较多，
拆除工作困难重重。工作初期当
事人便存在严重的抵触情绪，采
取不愿配合的态度。队员们奔走
于规划、不动产登记中心、土发
中心等多个部门，努力把该处违
法建筑的产权人、 建筑时间、建
筑成因等可靠资料调查清楚，避
免错判、漏判，同时将搜集到的
材料建立台账，详细备案。 另一
方面，对当事人进行耐心细致的
思想动员工作，在向其阐述无违
建居村创建工作的重要性的同
时，指出该违法搭建已对周边居
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也存在着
极大的安全隐患，最终当事人决
定配合嘉兴中队和街道积极做
好整改工作。在拆除违法建筑和
清理杂物的行动中，执法人员没
有遇到任何阻挠，整个拆除过程
非常顺利， 彻底拔除了违建隐
患，为无违建居村创建工作打下
徐 超
了良好基础。

公共场所遭侵占 众方协力解难题
针对12345和12319投诉热
线中反复出现的部分居民侵占
小区水表间、电表间等公共场所
堆放杂物，走道内私装铁门侵占
公共空间等问题，2018年3月27
日下午，长桥街道城管中队会同
街道管理办、社区民警、创洁公
司以及华沁居委、物业、业委会
等多方力量， 对华沁小区20号
楼进行了全面排查及整治。
长桥城管中队针对12345
和12319中关于侵占楼道公共
场所的投诉件进行了归纳，先就
投诉率高发的华沁小区20号楼
开展综合整治，然后以点及面对
该小区其他楼房进行推进。整治
前， 中队派员会同居委物业对
20号楼32层每户居民一一发放

了告知书， 做好宣传和告知，尽
力获得居民的理解和支持，部分
违建住户当日就自行拆除了私
装的铁门。 整治中，中队兵分三
组从高层、 中层和低层对20号
楼所有楼层进行了地毯式的排
查，对楼道内堆放的杂物和垃圾
进行了清理，对侵占公共空间私
装的铁门进行拆除。
此次整治共拆除了23扇侵
占公共场所的铁门， 清除楼道内
的堆物和垃圾10余车、50余吨。
下一步， 长桥街道城管中队将会
同多方力量进一步探索城区精细
化管理模式， 对辖区内存在的侵
占公共场所的现象进行排查和整
治，为营造
“
美丽街区、美丽家园”
徐云逸
的社区环境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