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上海市居民委员
会工作条例 》 自 2017 年 7 月正
式实施以来 ， 居委会干得好不
好？ 指导和监督物业实效如何 ？
昨日，市十五届人大第十三次会
议听取了关于检查本市贯彻实

施 《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工作条
例》情况的报告。

近8成居民肯定
居委会工作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问卷调查

显示，有 78.6%的居民认为 ，居委
会组织居民自治和协助行政机关

开展工作两方面的职能作用都发

挥得比较好。 从执法检查总体情

况看， 条例各项规定得到了较好
的落实。

93.2%的受访者表示 ， 2018
年参加过居委会的相关工作或

活动。 有 91.1%的居民区采用了
居民区联席会议等民主协商形

式 。 这意味着 ， 居民区共建共
治共享格局已进一步形成 。 近
年来全市各居委会维护实有人

口信息总计 3200 万余次 ， 调解
婚姻家庭纠纷 57531 件、 邻里纠
纷 149209 件 、 物业纠纷 21339
件 。 尤其在推进生活垃圾源头
分类这场 “攻坚战 ” 和 “持久
战 ” 中 ， 广大居委会干部都奋
战在第一线 ， 加班加点任劳任
怨 ， 耐心细致地做好宣传引导
和督促检查， 做出了积极贡献 ，
赢得了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的

普遍赞誉。

退休人员成骨干
工作力度不足

不过， 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
查组组长、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沙海林说，执法检查中发现，居委
会负担重减负难仍是当前的一个

突出问题， 同时居委会履职与居
民的期望还有一定差距。

从检查来看,总体上居民对居
委会工作的参与度在提高， 但退
休人员多、“老面孔”多、被动参与
多的状况尚未有明显改变。 居委
会收集居民意见建议后， 也没有
很畅通的反映渠道和解决问题的

途径。
受访居民认为 ,主要是“不能

及时有效地解决居民反映的问

题” ,占 21.5%； “居委会工作的

行政化色彩太浓 ” ， 占 31.7% ；
“居委会活动的居民参与面太
小”， 占 47.8%； “居委会工作不
贴近居民需求”， 占 8.6%。 另外,
居委会自治金大多参照机关财务

模式进行管理,不能满足居民区自
主自治、 便捷和灵活多样的需要,
有的居委会怕麻烦宁愿不用 ，以
致出现了自治金 “没法用”和“用
不完”等现象。

物业管理
成“老大难”问题

执法检查还发现， 物业管理
纠纷一直是居民区管理的 “老大
难”问题。 部分小区业主大会组
建难、决策难、执行难，还有部分
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在服务质

量与收费标准上时常发生矛盾 。

在问卷调查中， 有 19.3%的居民
认为所在小区存在物业管理突

出问题。 这些牵扯了居委会干部
大量的精力与时间。 由于居委会
指导监督物业管理的具体职责

不够清晰， 指导监督手段不多 ，
以及居委会干部的物业管理专

业知识不足、居委会需要面对多
个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 ，居委
会开展指导监督存在不少困难。

针对执法检查发现的问题 ，
执法检查组建议，进一步理顺“居
业关系”。 问卷调查显示，59.3%的
受访者对居委会工作的期望集中

在“指导和监督物业管理”上面。
要完善居委会指导和监督物业管

理的实施细则和操作规范， 使居
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三
驾马车” 的协调运作有章可循富
有实效。

居委会“管”不了物业怎么解
市人大对居委会工作开展执法检查

■劳动报记者 叶佳琦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王嘉
露） 记者昨日从市知识产权联
席会议获悉， 上海市知识产权
联席会议办公室制定 《第二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知识产权

保护百日行动方案》， 将在 8 月
1 日至 11 月 10 日期间， 在全上
海范围内组织开展第二届进博

会知识产权保护百日行动。
据悉 ， 上海市知识产权联

席会议办公室将在 8 月 1 日至
11 月 10 日期间， 在全上海范围
内组织开展第二届进博会知识

产权保护百日行动。 包括上海
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人民
检察院、 上海市公安局、 上海
海关等在内的多家单位将强化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严打知识
产权犯罪行为、 加强知识产权
行政执法、 加强海关知识产权
执法。 相关部门将畅通维权举
报投诉渠道、 完善争议纠纷解

决机制， 并致力营造知识产权
保护氛围。

据悉 ，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将充分运用知识产权民事 、
刑事、 行政 “三合一” 司法审
判机制 ， 强化知识产权行政 、
刑事保护力度， 有效保护进博
会组织者、 参展者的标志标识、
衍生产品、 展馆设计、 布展创
意、 展示技术、 展出商品、 包
装标识、 宣传文案的知识产权。
上海市检察院将夯实与行政执

法机关、 侦查机关已有信息共
享、 案件协作机制， 实现对进
博会知识产权违法犯罪线索移

送、 立案、 侦查的全流程法律
监督。

上海警方将加大知识产权

犯罪线索的排摸发现 、 源头追
溯力度， 对侵权假冒、 侵犯著
作权、 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实施
全链条打击。 同时， 警方将加

强 “行刑衔接”， 对进博会场内
知识产权保护机构移送的知识

产权刑事犯罪线索 “随接随查、
快查快打”， 努力实现 “搜集一
批线索， 侦破一批案件， 严惩
一批不法分子” 的目标。

上海海关将建立涉进博会

海关联络员机制，统一协调知识
产权海关保护；依托该部门跨境
贸易大数据平台，着力提升对参
展企业的监管与服务水平，确保
合法商品便捷快速通关。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部门将

开辟涉进博会知识产权举报投

诉的“优先处置通道”，做到快速
立案、快速查证、快速处置、快速
反馈，坚决堵塞整治漏洞， 消除
监管空白。 同时， 相关部门将
完善 “诉调对接” 机制， 形成
人民法院与知识产权调解组织、
知识产权仲裁机构协作配合的

知识产权争议纠纷化解机制。

沪发布第二届进博会
知识产权保护百日方案
实现全流程法律监督 实施全链条打击

本报讯（劳动报首席记者
包璐影 通讯员 陈超）记者昨
天从边检部门了解到， 今年
以来， 外高桥边检站民警已
在口岸限定区域发现多起放

飞无人机拍照的违法案例。
昨天上午，外高桥边检站

民警小吴在码头巡逻时发

现， 一名外籍男子在放飞一
架拍摄照片的无人机。 民警
通过其出示的护照及登轮

证，掌握该外籍男子的国籍、
住址、电话号码、进入限定区
域目的等信息， 并通过分析
研判、公安网络查询、居住地
外管部门电话确认等方式 ，
核实该外籍男子的真实身

份，排除了违法嫌疑，对其拍
摄内容进行了妥善处置 。原
来该外籍男子是外高桥辖区

内某外轮的机械工程师， 由
于合同期将近， 他想在回国
之前多拍些照片留作纪念 ，
所以趁工作之余， 放飞无人
机拍摄 “美景 ” 。 殊不知 ，
该行为已违反了口岸限定区

域相关管理规定。
该案例并非首例， 据外

高桥边检站民警介绍 ， 此
前， 该站民警在口岸巡逻过
程中也曾发生或类似案例 。
4 月 1 日中午， 民警小张在

某外轮登轮检查时， 发现为
外轮提供伙食的某物资有限

公司职工的随身行李里有一

架无人机。 民警当即警觉并
讯问该职工。 原来该职工是
一名抖音发烧友， 想在此次
送货结束后， 利用无人机拍
摄一段其在外轮上工作的视

频 ， 并传到网上 “吸粉 ” 。
殊不知， 其行为差点违反了
口岸限定区域相关管理规

定。
6 月 5 日下午 ， 民警小

吕在码头巡逻时发现， 两名
男子在口岸限定区域内正在

准备放飞无人机拍摄视频 ，
民警当即上前制止 。 经了
解， 这两人是外高桥港区某
代理公司宣传骨干， 出于工
作需要， 想利用无人机拍摄
一段视频。 民警当场对其进
行普法教育， 两人表示接受
民警的批评教育。

外高桥边检站提醒：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
理法》，边检机关依法对口岸
限定区域进行警戒， 维护正
常出境、入境秩序，在口岸限
定区域放飞无人机， 有可能
扰乱正常的出境、入境秩序，
一经发现， 边检机关将依法
对其严肃处理。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胡玉
荣 通讯员 周光余）昨天，市交通
委执法总队对“滴滴出行”上海
分公司进行上户执法检查，一天
之内因违规， 滴滴遭到两次处
罚。

执法部门现场对监管平台

的实时订单数据进行抽查中，随
机抽查的 10 个订单中的车辆均
为不合规车辆。执法部门现场立
案查处 ， 于 11 时 16 分开具了
《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款 100000
元， 并要求对违法行为立即整
改。而针对之前交通执法部门提
供的其他平台已经清退的不合

规车辆，“滴滴出行”上海分公司
至今未按照执法部门要求启动

清退工作，且继续在为不合规车
辆派单。 截至昨天下午 4 点半，
市网约车监管平台黑名单预警

系统共预警当日黑名单车辆

15340 辆。 其中，“滴滴出行”平

台被预警不合规车辆数为 12800
辆， 占当日被预警车辆数的 83.
66%， 且均为 7 月 7 日后其他平
台已清退的不合规车辆。

今年 7 月 2 日，因未按期清
退不合规车辆，交通执法部门对
“滴滴出行” 上海分公司开出了
《责令改正通知书》，限期于 7 月
7 日前完成整改。 网约车监管平
台数据显示：今年 6 月份，滴滴
平台的日平均接单车辆数在

54000 辆左右；7 月 8 日起，滴滴
平台的日平均接单车辆数下降

至 40000 辆左右； 而 7 月 18 日
起，滴滴平台的日平均接单车辆
数又突然上升到 54000 辆，上升
幅度高达 25%以上。 而正是从 7
月 8 日起，交通执法部门密集发
现在路面执法检查中查获的部

分非法网约车在网约车监管平

台上查不到实时订单数据。 对
此，“滴滴出行”上海分公司的负

责人昨天给出的解释是：数据突
然下降然后又突然上升是因为

技术上的漏洞，导致数据没有成
功上传。

下午 14∶40， 市交通委执法
总队再次对“滴滴出行”上海分
公司进行上户执法检查，并通过
监管平台的实时订单数据进行

线上执法检查。 情况和上午一
样，随机抽查 10 个订单，又都是
不合规车辆。执法部门再次立案
处罚，并于 16∶29 开具了今天的
第二张《行政处罚决定书》，同样
是罚款 100000 元， 并要求对违
法行为立即整改。

交通执法部门表示，将继续
强化对网约车平台企业的执法

检查，并在现有的执法力度基础
上，进一步加大对网约车企业违
法违规行为的处罚频次。 同时，
也正积极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其

他执法监管举措。

“滴滴”一天收到两张10万元罚单

交通执法部门再提高处罚频次

外高桥边检站处理
多起扰乱口岸限定区域管理秩序案

为““吸粉””
发烧友无人机拍“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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