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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基础 转作风 树形象

浦东城管“公众开放日”展风采
今年7月，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两岁”了。

作为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启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实质性探索的浦东城管执法队伍，浦东新区

城管执法局以打造“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城管执法队伍为目标，不断创新执法理念，不断提高

执法实效，不断改善队伍面貌，围绕“五违四必”环境综合整治及全区面上市容环境整治等做了大

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充分展现了新体制下城管队伍的形象和风采。

7月15日是本市城管执法系统“公众开放日”，也是“夏令热线”重点活动项目之一。今年城

管“公众开放日”活动以“强基础、转作风、树形象”为主题，在浦东城管“公众开放日”上，全区45

支城管执法队伍与市民百姓做开放互动，通过参观、交流及现场感受，向市民介绍了城管的执法

范围、工作职责、执法方式等。

2017年上半年，在区委、区政府的领

导下，浦东城管执法局围绕年初确定的目

标任务，深入推进“五违四必”环境综合整

治，认真做好中央环保督察整改，稳步开

展各项城管专项执法整治，全力抓好城管

队伍自身建设，各项工作推进有力，整体

平稳有序。

“五违四必”环境综合
整治节点任务提前完成

截至6月26日，全区拆除存量违法建

筑 1526 万平方米，已经全面完成市考核

1500 万平方米违法建筑的任务目标，其

中，全部拆除 1368 万平方米，部分拆除

158 万平方米。拆除新增违法建筑 1.39
万平方米；整治1749宗存量违法用地690
宗，面积4568.4亩，面积完成率为51%，点

位完成率39.4%。

作为新区“五违四必”整治工作的主力

军之一，浦东城管执法局落实“把五违四必

综合整治作为我区依法整治现实检验”的

执法要求，明确政策口径，组织全区街镇城

管执法中队开展了“涉及违法建筑的立案

检查评比”，目前已立案3196起。针对不同

区域、不同类型的“五违”现象，依据新区

“五违”整治办的验收标准，指导街镇中队

结合区域实际从严执行清盘验收标准，提

高整治工作的操作性和有效性。

在新区“五违”整治办的统一指挥下，

执法局还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加速难点项

目推进。其中，细化节点目标，明确年前完

成10%，一季度完成40%，5月底完成50%，8
月底完成90%，9月底全面高标准完成；推

动一批重难点问题的解决，经密集走访街

镇、了解基层需求，梳理出60个重难点问

题，目前已经得到了有效解决；参与“综合

执法突击队”，与消防、环保、市场监管、安

监、水务、土地等执法力量互相配合，为各

街镇环境综合整治做好执法支撑。

与此同时，浦东城管执法局突出重

点，狠抓市级重点区域推进。4个市级重

点区域目前已经基本完成整治任务。三

林恒大地块涉及的6个规模较大的市场，

约 8000 个商户，已全部完成整治。航头

镇 663家环保违法违规企业（截至 4月 26
日），已完成企业整改 657 家，完成率

99.1%；淘汰关闭企业 216 家，其中，大麦

湾园区关闭91家。祝桥江镇区块以及川

沙浦东运河段已超额完成整治任务。

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
题整改扎实开展

截至6月底，浦东城管执法局对中央

环保督察反馈的 158 件环境信访件已办

结148件。对上报中央督察组的708户淘

汰关停企业全部进行了关停，并在此基础

上又关停了 1184 户落后污染违法企业，

实际淘汰关停户数占 6007户环保违法违

规项目总数的31.5%。

据了解，执法局多措并举，推动违法

违规项目清理整治，对 6007 家违法违规

项目清理现场开展执法检查，特别是对

“涉重、涉危、涉化”的企业和项目的关闭

停产情况进行了重点检查。

严格监管，重拳整治一类污染物企

业环境污染。针对中央环保督察关于

“涉重金属企业治污水平低，超标排污等

违法行为普遍”的反馈意见，进一步加强

对辖区内一类污染物企业达标排放的管

理。以日常监管、与水务和环境监测联

合执法、“双随机”以及“突击检查”组合

拳的方式，不断强化监管力度。目前已

开展 3 次突击联合执法，实际检查到企

业 97 户，对一类污染物超标的 3 户企业

进行了立案查处。

此外，执法局还以中央环保督查为重

点，以环保新法新规为依据，连续突破传

统的执法领域，在查封（扣押）、按日计罚、

责令停产、行刑对接上均有较大突破，彰

显了环境执法的威慑力。

城市管理执法保障工
作持续加强

截至6月底，全区城管执法系统共出

动人员 149610 人次，出动车辆 52528 车

次，检查道路35073条，教育劝阻70920人

次，开展集中整治4094次，取缔无序设摊

8615 起，立案 2954 起，罚款 27.3 万元；整

改占绿毁绿206起，立案14起，罚款7.7万

元；建筑垃圾整治方面，立案526起，罚款

291.7万元，执法成效明显。

开展多项专项执法，整治城市管理顽

疾。一是户外广告整治，全区整治任务共

计 782块、涉及 23个街镇，计划 2017年底

整治完毕。二是“三无”居家船舶整治，市

下达任务 36条，目前已拆除 35条。三是

非改居整治，主要任务涉及 24 个街镇，

277 家企业，合计面积 61.25 万平方米。

四是街面环境秩序整治，根据全市统一安

排，该局于 5 月份启动街面环境秩序整

治，年内完成313条道路的七大类问题整

治。五是黄浦江东岸滨江贯通环境综合

整治，5 月底启动并现场踏勘，梳理任务

清单。

创新工作方式，提高执法效能。一是

探索成立“首席执法员工作室”。在评选

“首席执法员”的基础上，以工作室为基

点，建立和完善一整套管理、使用、培养制

度，通过新老首席结对、首席带执法能手、

调整培训内容与方式、与示范化中队建设

相挂钩等措施，充分发挥“首席执法员”的

引领带动作用。二是召开执法工作现场

会。现场会原则上每季度召开一次，重点

围绕执法实效、信访处置、城管进社区、专

业执法、块域指挥等方面，树立典型，以点

到面，共同提高；对执法不到位、问题曝光

严重的区域组织“会诊”，共同剖析，探讨

有效解决措施。三是开展季度最佳推进

工作案例评比，通过总结点上好的做法，

树立典型，发挥带动和示范作用，推进面

上执法工作。四是继续开展“城管进社

区”和“一人一居”活动，今年上半年新建

45 个城管执法工作室，共计设立工作室

达到274个。

聚焦重点 稳步推进

城管执法局交出漂亮“半年报”

浦东城管执法局对浦东境内“三无”居家船舶开展整治。图为工作人员执法登记中。

▲7月15日，浦东城管执法局举办

“公众开放日”活动，世博中队“挚城志

愿服务活动”相应开展。

◀“公众开放日”活动现场，城管工

作人员向市民宣传相关政策。

□本版供图 浦东城管执法局

□本版文字整理 本报记者 黄静

参观执法流程

在城管浦兴中队组织的“公众开放日”

活动现场，前来参观的市民对中队的高科

技装备充满兴趣。中队队员向大家展示了

视频取证太阳镜、移动预检工作站等执法

利器。除了这些智能化的执法设备外，浦

兴中队还将“智慧”理念融入管理中。

据了解，浦兴中心采取信息化手段，

配置了移动办案平台，创建了“城管浦兴

中队”微信公众号，“城管在线”“便民查

询”等栏目方便市民与城管的联系。此

外，中队还建成了“浦兴云”，实现了办案

取证现场的视频、照片、文字等执法数据

的云端存储，确保执法人员在任何地方、

任何时间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访问中队执

法数据库，大大提升了办案时效和办案数

量。目前，中队执法人员每人每天最多可

以办结19个案件，一个月可以办结150个

案件。

其实，浦兴中队只是“智慧城管”的一

个典型。浦东城管开发建成的“城管执法

APP”勤务系统也已经在全区开展试点工

作。依托“智慧城管”系统，在日常执勤过

程中，城管队员通过终端APP及时处置并

上传信息，同时实现岗位GPS定位，做到快

速反应快速处置，提高了城管执法率的同

时，也优化了队伍的管理。下阶段，APP将

继续开发更多的工作模块，对接建筑工地

管理、渣土管理、餐厨垃圾许可等各类管理

数据，在执法中更好实现管执联动。

现场答疑解惑

“首席执法员”称号是浦东城管执法

人员中的最高荣誉。自 2011年首次评选

以来，浦东城管执法局已累计评选出 20
名“首席执法员”。2017年，为了让这群执

法行业的佼佼者发挥更大作用，遵循“发

挥标杆引领、打造执法品牌”的工作原则，

“首席工作室”应运而生。在这次的“公众

开放日”活动上，全区 7 个首席工作室的

首席执法员们至各街镇的宣讲现场，用理

性的思考、鲜明的态度、规范的表述、生动

的案例与市民百姓交流，现场解答市民们

对于城市管理领域的各类咨询和问题。

增添一份理解

在“公众开放日”当天，多名志愿者走

进上钢中队，通过零距离接触城管执法，

亲身感受到了城管执法程序的严格、步骤

的缜密，特别是对执法人员现场取证、物

品登记、人员疏导、秩序维护等有了直观

的感受，同时也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线城管

执法队员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和矛盾。

城管在现场执法中，较容易与执法对

象产生矛盾。浦东城管执法系统已经进

入转型升级新阶段，城管执法局是法定的

执法机构，有完善的内部督察机制，种种

举措都将规范执法行为，致力于消除市民

对城管执法队伍的误解。

在市民代表的交流座谈会上，上钢中

队负责人向大家介绍了浦东城管的三级

督察机制。浦东城管督察机构分三级设

置。一级督察机构为局勤务监督处，负责

对浦东新区及执法局全体执法人员进行

督察，一大队受执法局委托行使部分一级

督察机构职责。二级督察机构为各直属

大队，负责对分区和分区全体城管执法人

员的督察。三级督察机构为各中队，中队

的督察员负责对辖区及辖区内城管执法

人员的督察，并在上级督察机构的牵头协

调下开展跨区域的交叉督察。

环保宣传进企业

环保执法作为一项重要的城市管理

执法内容，是浦东城管自 2016年 3月 1日

执法事项扩权后的重要职责。“公众开放

日”当天，区环境监察支队与张江园区内

相关企业环保部门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宣

传环保新法、新规、新标，同时了解企业的

需求和困难，听取意见和建议。

大手牵小手

浦东城管“公众开放日”还结合暑期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活动，邀请青

少年儿童参观城管办公场所、观摩队列展

示、了解城管职责。

7月 15日，身着迷彩套装的孩子们早

早来到康桥城管中队，他们受邀参加康桥

城管中队组织的“城管公共开放日”活

动。孩子们先观摩了城管叔叔们的队列

训练，随后，在信访窗口，小朋友们了解了

信访处置流程，并纷纷对着墙上公示的执

法队员照片找人、对号入座；在装备室，执

法队员向小朋友们展示了钢盔、帽子、反

光背心、装备腰包、照相机、摄像机、录音

笔、执法仪等。孩子们兴趣十足，这个摸

摸、那个试试；在值班宿舍，执法队员向小

朋友们讲述了中队的 24 小时勤务模式，

夜间值班的执法人员的任务等；在队员办

公室，小朋友们对墙上的康桥镇行政区域

图很感兴趣，队员们便仔细讲解了康桥镇

辖区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