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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城管——
—

给居民一个清爽怡人的夏季环境
为确保广大市民百姓能有一个清爽怡人的夏季环
境， 徐汇城管在世界杯期间全力开展各类市容顽疾的专
项执法整治行动。 当世界杯落幕后，这一整治行动将继续
贯穿整个夏季，以提升徐汇区夏季市容环境综合水平。

精准施策

守护辖区

根据夜间市容状况， 依托街镇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
中心平台，徐汇城管下属13个街镇中队和3个直属中队联
合公安、市场监管、市容等相关部门，重点加强对衡复风
貌区、徐汇滨江、景观道路、集贸市场等重点区域和违章
易发路段的执法整治，对重复投诉、难点热点问题，以联
合执法开展集中整治。 对沿街经营单位、餐厨废弃油脂、
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和建筑工地、中转码头，以随机抽查为
主要方式开展执法检查。 在整治到位的基础上，合理安排

勤务力量，落实定人、定岗、定时、定责和无缝隙交接的工
作机制，各中队结合夏季夜间管控实际，适时调整中班作
息时间，确保夜间的街面情况得到有效控制。

重拳出击

徐汇城管将每月组织开展1-2次全区统一执法行动，
进一步营造声势，形成执法高压态势，重点对“
两车”设
摊、夜排档（烧烤摊）、占道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开展集中
整治；机动中队每次会同1-2个相邻的街镇中队开展集中
整治行动。 各街镇中队在各街镇牵头组织下，结合辖区实
际情况，依靠街镇大联勤平台，会同相关部门，每周自行
开展不少于2次的集中整治行动。 各街镇中队夜班对辖区
夜间重点区域、市民投诉易发点加强执法巡查，确保夜间
市容环境有序可控。

召开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现场推进会
“
绣”出美丽欧阳》为题，就街道实行软件与
硬件打通、人工与智能贯通、管理与服务接
通、条线与属地融通的
“
四通”精细化管理模
式，向与会人员进行了汇报交流。 虹口区城
管执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吴迪，汇报了虹口
城管以
“
三全四化”为目标，以
“
智慧城管”为
手段，按照
“
贯彻一条主线、坚持两个原则、
推进三维一体整治”的工作思路，大胆创新
探索城市精细化管理以来所取得的成效与
经验。
副区长周嵘在讲话中指出，天宝西路精
细化管理成效和欧阳街道依托智能化手段
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运行模式，是虹口
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精细化管理工作要求
的一个缩影，浓缩了今年虹口城市精细化管
理工作的成绩， 展示了虹口精耕细作的成
果。 对于下一步精细化管理工作，他要求：一
要坚持精益理念，推进精细管理；二要保持
清醒认识，认真弥补短板；三要增强使命担
当，不断创新发展。 建设
“
新型城管”，提升
“
智慧城管”，打造
“
满意城管”，保障
“
精细城
管”。 虹口城管要按照
“
点上打造管理标杆、
面上实现整体推进、 后续完善长效机制”的
思路，在重点区域形成示范引领，逐步实现
精细化管理全覆盖，彰显虹口特色。 徐 超

平凉城管全力推进“无违居村”创建
多起违建同时拆除，加快拆违的进度。兵分多
路，三线齐推，有序推进居民解释、现场保障、
善后处置等工作；6月26日，嘉禄居委、惠民居
委、 福宁居委管辖的小区同时开展违建拆除
工作。
其三是点上精准出击。 针对当前拆违难
度比较大的露台搭建、 屋顶阳光房等违法搭
建， 中队注重人力物力的部署， 注重跨前一
步，把思想动员工作做在前，把可能发生的问
题想在前，把各项措施落实在前，逐一突破难
点，拆除违法搭建。 队员冒高温、战酷暑，拆除
了一处又一处的违法搭建， 有力提升了小区
方晓微
的环境品质。

法制宣传进社区 普法意识入人心
日前，
松江永丰街
道城管中队
在谷水佳苑
小区内开展
了主题为
“拒 绝 野 蛮
装修——
—破
坏房屋承重结构的危害” 专项法制宣传活
动，主要针对该小区交房以来装修中出现的
破坏房屋承重结构等问题进行法制宣传。
“
城管进社区”工作模
城管永丰中队结合
式，跨前一步主动出击，化被动执法为主动宣
传，大力开展居民普法活动。 在法制宣传活动

在夜间执法过程中，徐汇城管特别强调执法规范，统
一穿着夏季制服和夜间反光背心， 携带法律文书包和执
法取证装备，特别注意仪容仪表，做好执法全过程记录和
现场法律法规宣传工作， 以展示城管执法队伍良好的形
象和风貌。
徐汇城管按照市、 区专项工作部署， 认真制定落实
“
夏令热线”和
“
12345”投诉受理、防汛防台、
“
绿色护考”
等专项工作预案，落实应急响应人员，明确职责任务，及
时做好各项应急处置工作和情况汇报。 机动中队作为局
应急响应队伍，由区局统筹安排，配合街镇中队开展集中
整治行动，配合区属相关部门开展应急保障工作。
孙

钦

全力推进“进口博览会”环境保障工作
为了确保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圆满成功举办， 普陀城管根据市局关于
有力有效推进
“
1+6”专项执法整治行动
的要求，精细制定执法保障方案，采取有
效措施，点面结合，重点消除辖区内无序
设摊、道路扬尘、违规店招、违法户外广
告设施、 违法建筑等严重影响市容环境
的违法现象， 切实加强对进口博览会外
围区域的巡查整治力度。
采取持续高压

现场，执法人员通过结合真实案列，面对面讲
解，发放宣传品等形式，向市民宣传有关城市
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 并针对一些居民提出
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解答。 当天共发放
法制宣传品数百份、 接受居民现场法律咨询
二十余人次，一名居民在认真了解了《上海市
住宅物业管理规定》 的相关条款后表示：
“
没
想到敲一堵墙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我原先
也想在墙上开一个门，看了你们的案例之后，
肯定不敢再敲了。 ” 同时，针对该小区户数
众多、装修开工集中等情况，中队决定由辖区
分队每周两次进小区，现场接受居民咨询、举
报，并协同物业巡查小区，切实做到快发现、
张 健
快处置的工作要求。

密集街面环境治理

普陀城管从
“
细、小、微”着手，由主
要领导带队进行实地走访调研， 积极协
调各街镇，指导中队合理部署执法力量，
进一步加强面上的日常巡查与集中整
治， 重点做好辖区内街面环境秩序的管
控工作，同时合理优化勤务方式。指导各
中队安排专人， 对投诉集中的路段进行
不定时突击巡查， 弥补街镇服务队巡查
空白，指导各片区合理调配力量，形成合
力，对顽固点位开展集中整治。督促执法
中队形成长效管控机制， 始终保持对各
类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 持续加强巡查
力度和提高巡查频次， 巩固专项执法整
治成果，防止违法违规现象出现回潮，切
实维护辖区街面市容环境整洁有序。
开展专项治理

日前，上海气温飙升，天气异常炎热，杨
浦平凉街道城管中队不惧高温，头顶烈日，挥
洒汗水，工作在
“
无违建居村”创建第一线。
城管中队首先是面上广泛覆盖。“
无违创
建”时间紧，任务重。 中队将辖区小区纳入同一
盘棋局，统筹考量，有序推进。 坚持
“
两条腿走
路”工作思路，以
“
小区”为拆违进度考量，拆除
违法建筑与开展思想动员同时进行。 一周内着
手实施小区拆违，同时，对下一周即将开展拆除
工作小区的实地勘探、思想动员工作也同步进
行。
其次是线上多点开花。中队科学布局，统
筹安排人力，延长工作时长，保证多个小区、

时刻待命

普陀城管——
—

上海城管——
—

7月
3日，上
海市城
管执法
系统加
强城市
精细化
管理现
场推进会在虹口欧阳街道召开。 市城市管
理行政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徐志虎，虹口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周嵘、 市城管执法局副
局长严永康、姜宏林、彭燕玲等同志出席。
全市各区执法局、 市局执法总队、 市水管
处、机场执法支队、自贸区执法大队等单位
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市城管执法局副局
长严永康同志主持会议。
与会人员首先就欧阳路街道精细化治
理密云路、天宝西路的实效情况进行了实地
察看。 欧阳路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主
任许勤介绍了
“
依托智能化手段提升城市精
细化管理水平”的运行模式，向与会人员演
“
五步
示了电子地图与智慧城管系统对接，
闭环”治理跨门营业的全市首创经验。
观摩演示后， 欧阳路街道办事处党工
委书记王燕华以 《
“
四通” 模式精细管理，

强化整治

执法规范

保障市容环境

普陀城管安排机动中队全力协助相

关街镇中队组成跨辖区联合执法队伍，
对酒店周边的夜排档及夜间无证占道洗
车等违法行为开展针对性集中整治。 执
法队员结合市局督察及各类投诉平台，
梳理出数个重点点位， 有针对性地制定
整治行动方案。在完成摸底排查后，整治
队伍根据前期掌握的信息， 持续对酒店
周边的各类违法行为开展集中整治。 整
治行动现场执法队员与服务队员相互配
合，按照法定程序开展执法工作，与违法
对象适当沟通，避免发生不必要冲突，切
实做到
“
早发现、早整改、早整治”。
开展联合行动

加强道路管控

普陀城管机动队在区环保局、 建交
委、交警支队、绿化市容局废管所等相关
部门的配合下，自4月起，在重点区域内开
展建筑工地及渣土运输专项联合执法整
治工作， 定岗检查途经工程运输车辆，对
运输单位未取得运输许可证承运建筑垃
圾及承运建筑垃圾工程车未随车携带处
置证等违法行为进行从严查处。 进一步强
化源头治理， 确保有效控制道路扬尘污
染。 通过整治，使普陀区渣土申报量同比
上升100%，处置证发放量增加80%，建筑
工地渣土运输申报率达98%。 建筑垃圾运
输车辆的车貌及密闭加盖情况明显改善，
陈一飞
偷乱倒渣土现象彻底杜绝。

新江湾城中队实训基地迎来“新兵”
近日，新江湾城街道城管中队实训基
地迎来了4名学员， 他们将在这里真实体
验执法、管理、服务工作。 为进一步完成好
本年度的实训任务，基地结合往年带教经
验和本辖区实际， 专门召开了队长办公
会，制定了周密的实训计划，通过
“
明、清、
通”三个方面以战带训，全面提高学员实
战能力，确保实训每日有收获，每周有提
高，一月见成效。
首先是法规
“
明”，树立权利的界限意
识。 基地指派政治强、作风正、业务精的队
员作为实训带教老师， 通过言传身教，向
学员传输规范、文明的执法理念，扎实、严
谨的工作作风，务实、创新的思想作风。
其次是门道
“
清”，树立缜密的工作思

路。 教员通过现场实战，向学员传授执法
经验， 引导学员学习根据不同的执法对
象、执法标的，寻找并固定证据，掌握与当
“
门
事人的谈话沟通技巧，学会执法中的
槛”，抓住要点、重点，提高执法实效。
其三是流程
“
通”，树立严谨的程序意
识。 在实地处理各类投诉和派单中，教授
学员各类案件的处理程序，知晓办结的工
作时限，明确简易处置的工作流程，为下
一步执法案件的制作打下基础。
基地是迈上岗位的首次体验，带教老
师将从思想、作风、业务、经验等方面全方
位毫无保留地传授，期待注入城管队伍的
新生力量迈正第一步，来日显身手。
成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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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4 日中午， 青浦重固镇夏 阳 金 城 住
户吴女士意外烧伤，被迅速送至上海瑞金医
院，好在经过抢救，保住了吴女士的生命，但
被 诊 断 为 全 身 86% 皮 肤 的 重 度 烧 伤 ，需 要 经
历多次手术。 短短几天的住院费、手术费让
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陷入困境，而后续高额
的医疗费用对这个家庭来说更是天文数字。
重固家园微信公众号的报道让城管中队和管理公司上了心，领导研究决定，向全
体队员和管理公司市容队员发出“爱心捐款倡议书”，全体队员立即响应，纷纷伸
出援助之手，积极参加到这次“献爱心捐款”活动中来，无私助人，真情温暖。经过
短短一上午的募捐，共募集到 3200 元。 虽然钱不多，但也能让吴女士 知 道 有 这 么
多人在关心着她，希望她能激发出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力量。灾难和病魔可以夺去
生命和健康，但不能夺去人间的真情！

薛丽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