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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法善治 忠诚为民 公正清廉 砥砺奋进
——城市精细化管理打造金山“高颜值”

伴随着生活垃圾分类“强制时代”的到来，市民生活垃圾

的投放不再“儿戏”。作为执法部门，金山区城管执法局坚决

履行法定职责，努力打好生活垃圾分类攻坚战、持久战。

垃圾强制分类首日，金山区开出27张整改单。其实早在

2018年 4月，金山区城管执法局就制定下发了《生活垃圾分类

专项整治方案》并稳步推进执法检查，去年共开展行政检查

215次，教育、整改相关不规范行为 253起，率先掀起了生活垃

圾分类“新时尚”。在此基础上，今年 3—4 月，开展为期一个

月的全区生活垃圾分类“新时尚”集中整治行动。5月以来，区

城管执法局集中力量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专项整治。7 月 1 日

的这场“大考”，也为生活垃圾分类监督“怎么管”“如何管”提

供了一次执法范本。

注重多方协同治理，工作机制更趋高效顺畅。生活

垃圾分类前端管理涉及绿化市容、发展改革、房管管理、

生态环境等十几个部门，执法主体则包括城管、市场监管

和文化旅游部门。因此工作启动之初，就注重与属地政

府及部门之间“管执联动”，防止以执法代替管理、以罚代

管问题。与区绿化市容局、区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多次专

题研究“管执协作”问题。3月以来联合区绿化市容局、区

机管局及区分减联办相关单位开展大型联合检查 4次，当

场整改、处罚相关不规范行为。

同时，将生活垃圾监督纳入“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

查事项。目前全区2184个生活垃圾产生单位、245个住宅

小区、87个公共场所、15个生活垃圾收运及处置单位已纳

入城管信息系统，从二季度起生活垃圾分类按照“双随

机”方式进行常态化抽查。截至 6月 23日，全系统共检查

生活垃圾产生单位 627家，收运处置单位 15家，实施处罚

11起。

强化全过程管理，构建“五位一体”工作闭环体系。在

开展执法整治行动的同时，注重实现从“集中整治”“突击

式”抽查检查向长效常态迈进。研究制定了《关于贯彻落实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强化城管行政执法保障的实施

方案》，做到每月有内容、有进展，形成生活垃圾“培训-宣
传-执法-督察-考核”工作闭环。

在系统内部开展多层次针对性培训，形成成体系、成

规模、标准化的网上网下业务培训新格局。比如开展法

制员、执法骨干培训、全员培训、垃圾分类网上专项培训

课程等。今年以来，区城管执法部门共组织集中学习培

训 5次，培训人员 270人次，全员应知应会考试 1次。中队

内部组织培训120次，培训达1856总人次。

面对全社会，坚持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在前

期对内开展丰富有效培训宣传后，全系统深入开展城管

进社区、进商场、进学校、进单位等法宣活动。从 6月 9日

开始突出重点向外延伸，深入到区局党建联建单位、居村

委会、市场公司、部分镇党委政府开展专题生活垃圾分类

执法宣传工作。各中队依托 229个城管社区工作室平台，

积极主动邀请村居委会、物业公司以及所在区域机关企

业，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执法宣传。今年 4 月至 6 月，共开

展生活垃圾分类执法宣传 72 次，活动覆盖机关、事业、村

居、小区居民达3000余人次。

《条例》更注重垃圾从产生到处置的全流程监管，比

如将垃圾末端处理环节和垃圾清运责任单位纳入监管对

象，对末端处置企业最高可处罚款 50 万元、清运责任单

位最高可处罚款10万元。7月1日起，区城管执法部门将

不间断开展全方位、全流程监督，包括投放、收集、运输、

处置四个阶段，还将做到小区、单位、商场全覆盖。

《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中规定的违法行为

共有 13项，其中 10项着眼于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

输和分类处置环节，由城管执法部门实施行政处罚，其余

3项违法行为则聚焦源头减量，由市场监管部门和文化旅

游部门实施行政处罚。

对于个人处罚如何界定，《条例》规定，个人若将有

害垃圾与可回收物、湿垃圾、干垃圾混合投放，或者将

湿垃圾与可回收物、干垃圾混合投放的，由城管执法部

门责令立即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

下罚款。什么情况算“拒不改正”？对此，《查处规定》

明确，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拒不改正：

拒绝、阻挠城管执法部门现场调查取证的；拒不签收

《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当场拒绝改正违反生活垃圾分

类投放规定行为的；30 日内被发现同一违法行为 3 次以

上的。

虽然《条例》处罚金额均有所提升，但对城管执法部门

而言，行政处罚流程也更严格，除“擅自从事有害垃圾、湿垃

圾、干垃圾经营性收集、运输，以及湿垃圾、干垃圾经营性处

置活动”可当场责令停止并处罚款外，其余违法行为都要求

“整改前置”。城管执法部门将以教育、劝导为主，给市民或

企业改正的机会，并不以处罚为最终目的，通过软引导来解

决问题。

“无违创建”是试金石和突破口。去年起，金山以无违创建为抓手，向

城市肌理深处的顽疾开刀，立下沉甸甸的“军令状”。对标最高标准，成熟

一个创建一个。截至7月8日，全区拆除存量违建36.89万平方米。全区

227个居村先后七批全部通过“无违建先进居村”验收，创建率达100%。

山阳、张堰、亭林、漕泾四镇已通过“无违建先进街镇”验收评审，待市政府

批示。

在“拆”上动脑筋，推动重点类型违法建筑整治。加强“三个美丽”联动，

结合黑臭水体治理、安全隐患治理等工作，全面梳理无证建筑数据库，锁定

库内六类重点类型违法建筑，进行销项管理。组织开展“清积案”行动，对

2018年12345、12319等投诉平台和信访件等涉及的违法建筑案件进行梳

理处置。在“创”上下功夫，推进无违建村居（街镇）创建进度。严格创建标

准，狠抓创建质量，检查手段多样，检查面扩大。定期复查已创建无违居村，

1-6月，分批次对已创建的219个无违建居村进行复查，共抽查居村320个
次，整改问题37个，涉及居村27个次，未发现需“摘牌”的严重问题。在“控”
上想办法，确保新增在建违法建筑“零增长”。严格督办新建违建投诉，从5
月底起每周通报全区各街镇（工业区）新建违建投诉处理情况。同时，全面

督促反弹回潮问题整改，对数据库内2017年12月31日之前核销的500平
方米及以上面积点位进行了复查。共复查点位2389处，其中有疑问点位

101处，面积合计21.53万平方米。

违法建筑治理要强化常态长效管控，持续保持控违高压态势，以

市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衡量工作成效。

山阳镇油车港支河总长365米，整治前周边违建多、环境差，整治拆除违建3万多平方米，河道东西贯

通，周边建了一条1.5米宽的亲水漫步道。

朱泾镇新泾村区域，整治前环境脏乱差，整治后区域内违章建筑连片拆除，1处湿地公园即将建成，

1处商业综合体正规划中。

结合金山区第二轮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工作，区城管执法部门聚焦重要节假日、重

大活动，聚焦景观区域、商业街区等重点区

域，创新执法方式、加强街面管控。1 至 6
月，协调全区城管执法力量先后开展烟花爆

竹、活禽交易、“绿色护考”等整治行动，出动

执法人员 5.34万余人次，执法车辆 1.69万余

次，开展行政检查 5.79 万余次，有效维护了

城市环境秩序。

除生活垃圾专项整治外，全年重点推

进四大专项整治。开展街面环境秩序专
项整治。对 98 条计划整治道路开展问题

排摸，建档立案、形成清单，为后续拔点整

治打好基础。共取缔无序设摊 8847 起，立

案 338 起，实施行政处罚 366 起；拆除户外

违法广告设施 415 处、513 块。推进住宅小
区内环境专项执法整治。按计划创建 10
个“环境秩序整治示范小区”、15 个“环境

秩序整治优秀小区”，力争创建首批不

少于 2 个最佳城管社区工作室。目前已

完成拟创建示范小区和优秀小区问题

排摸、重点督办清单建立工作。1 至 6
月，整改破坏房屋外貌、损坏房屋承重

结构及擅自改变物业使用性质违法行

为 共 35 处 ，立 案 及 实 施 行 政 处 罚 34
起。推进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先后组

织开展占道经营活禽行为专项整治、

“叮咚买菜”前置仓排摸检查等行动。

1—6 月，查处食品类乱设摊违法行为

551 起，实施行政处罚 250 起；开展餐厨

垃圾、废弃油脂联合整治 106 次，查处违

法行为 20 起，实施行政处罚 6 起。开展提
升环境质量专项整治。以市环保督察为

契机，以最快速度、最严要求，全力做好环

境保护工作。市环保督察组反馈的 35 个

点位城管职责领域内整改任务已全部整

改完毕。同时以点带面，加强重点区域巡

查。对 320 国道、228 国道沿线，山阳 490
地块、金山卫 228 地块周边等重点区域、渣

土运输、在建工地、码头堆场等进行了全

面检查。

计林峰，现任金山区枫泾镇城管执法中队副队长。进入城管执法系统

26个年头，他能够不忘初心，严格依法办案的同时又不乏温情。去年 4月，

被称为“网红队长”“最文艺城管队长”，只因他用一封信劝三百无证摊贩主

动撤离，以执法者的“热度”融化执法的“坚冰”。连续三年公务员考核优秀，

先后被评为“2018 年度上海市城管执法系统优秀中队长”“2018 年度‘鑫工

巧匠’”。

沈震，现任金山区吕巷镇城管执法中队一级执法员。得知与一名白血病

患者的造血干细胞配对成功，他义无反顾选择了捐献，成为金山区城管系统

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作为活跃在一线的执法队员，他积极投身各项整治

和执法活动，及时处理居民反映的身边事、要紧事。曾先后荣获“2017年度公

务员考核优秀”“2017—2018年度金山区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五员’志愿行动优秀

志愿者”“2018年度‘鑫工巧匠’”。

吴忠伟，现任金山区城管执法局石

化街道中队队长。作为中队长，他是个

业务能力强、管理水平高的好干部，在百

姓心里是个秉公执法、廉洁办案的好城

管，连续三年公务员考核优秀。曾先后

荣获“服务世博、奉献世博立功竞赛嘉奖

（2010年）”“上海市城管执法系统第五届

优秀中队长”“金山区创建第二轮上海市

文明城区工作先进个人”“2017年度上海

市健康城市建设优秀个人”等。

金山区城管执法局深化拓展

区域化党建和在职党员到社区报

到工作，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结合重点工作，积极探索与“双百

结对村”共同开展党员志愿者活

动，广泛开展“走乡村、访农户、结

亲情”直接联系服务群众活动。将

有形的执法管理融入到无形的队

伍建设中，推动各中队基层党支部

深入村居开展大调研活动，探讨推

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新思路新方

法，主动提供政策咨询服务，切实

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宣传的广度深

度。

为《生活垃圾分类条例》实施提供坚实执法保障

为这场“大考” 城管执法部门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条例》实施后，执法事项有何变化
市民群众关心的个人处罚如何界定

城管执法队员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城管执法队员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发现生活垃圾发现生活垃圾
收集容器设置收集容器设置、、生活垃圾投放不规范行为生活垃圾投放不规范行为5454起起，，开具开具
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整改通知书2727份份

6月20日至21日，对全区城管执法骨干开展上海市生活垃圾

违法分类违法行为查处规定培训

城管执法人员深入社区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法治宣传

下气力练好“绣花”功夫 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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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度有深度 “绣”出城管执法新“精度”

“绿色护考”期间，执法人员加强考点周边施工工地

执法检查，严厉查处夜间施工噪声扰民、金属石材

切割等违法行为

打造一支“对党忠诚、纪律严明、攻坚克难、公正执法”的新时代城管执法队伍
98年一路征程，我们始终不忘传承红色精神的使命。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下，用好“绣花”针，“绣好”新时代城市

管理精细化新蓝图。在此期间，涌现出了一批敢担当、善作为、重创新、能战斗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

先进事迹展播 金山区优秀共产党员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左一为计林峰左一为计林峰

沈震沈震 吴忠伟吴忠伟 想了解更多城管内容，请关注"金山城管"微信公众号

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几年？
开展三年。2018、2019、2020共三年。

二、什么样的组织是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有四个方面的特征：

1、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

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2、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

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

3、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

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

4、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

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

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三、什么是“恶势力”？
是指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在一定区域内或行业内

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

成恶劣影响的犯罪组织。

四、什么是黑恶势力“保护伞”？
“保护伞”主要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利用手中权力，参与涉

黑涉恶违法犯罪，或包庇、纵容黑恶犯罪、有案不立、立案不

查、查案不力，为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提供便利条件，帮助黑

恶势力逃避惩处等行为。

五、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主要打击哪几类黑恶势力？
重点打击12类黑恶势力：

1、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制度安全、政权安全以及向政治

领域渗透的黑恶势力；

2、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垄断农村资

源、侵吞集体资产的黑恶势力；

3、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百

姓的“村霸”等黑恶势力；

4、在征地、租地、拆迁、工程项目建设等过程中煽动闹事

的黑恶势力；

5、在建筑工程、交通运输、矿产资源、渔业捕捞等行业、领

域，强揽工程、恶意竞标、非法占地、滥开滥采的黑恶势力；

6、在海岛开发、海上养殖、作业生产过程中阻扰开发、非

法占海、敲诈勒索、组织渔船越界捕捞谋取利益、以暴力争

抢渔场的“渔霸”“海霸”等黑恶势力；

7、在商贸集市、批发市场、机场车站、旅游景区等场

所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的市霸、行霸等黑恶势

力；

8、操纵、经营“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黑恶势力；

9、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的黑恶势力；

10、插手民间纠纷，充当“地下执法队”的黑恶势力；

11、境外黑社会入境发展渗透以及跨国跨境的黑恶势

力;
12、黑恶势力“保护伞”。

六、哪些是城管执法范围内“黑恶乱”易滋生领域？
1、以暴力、恐吓、威胁等方式阻挠、对抗城管执法部门开

展专项检查、集中整治和行政执法等工作的；

2、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领域垄断经营、恶意竞争，重复

不实投诉扰乱城管执法秩序的；

3、垄断工地、码头堆场，恶意打击同行、收取“保护费”

并强行推销建筑材料的；

4、违法违规搭建建筑物、构筑物，影响公共和群众人身

财产安全、对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且拒不整改拆除的；

5、住宅小区内“敲墙党”，垄断装修垃圾清运、建材经营

的；

6、占道设摊、跨门经营经反复教育劝阻、行政处罚仍拒

不整改，态度恶劣对抗执法的；

7、收取设摊人员“保护费”，有组织性地为流动设摊人员

“放风把哨”的；

8、擅自侵占公共绿地、道路等公共设施，修建停车场等

设施为个人使用或经营谋利，且拒不整改的；

9、有组织性、团伙性擅自张贴、散发小广告（内容以提取

公积金、高利贷、办证、开锁等为主），对街面、小区内环境造

成不良影响的；

10、餐厨垃圾、废弃油脂领域垄断经营、强行收购，擅自

收运处置的；

11、城管执法人员为涉黑涉恶人员充当“保护伞”的。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作出的重大决策，对全社会健康发展意义深远。区城管执

法局强化组织领导全面统筹，围绕三年目标，突出“深挖根

治”阶段性要求，聚焦宣传教育、线索排摸、深挖幕后、依法

严惩、综合治理等工作重点，坚决体现城管执法部门的担当

与作为。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行时

拆除前Vs拆除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