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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港区（综合保税区）综合行政执
法队〔平湖市综合行政执法队乍浦分
队、嘉兴港区（综合保税区）安全生
单 位 名 称
产行政执法队、嘉兴港区（综合保税
区）自然资源行政执法队、嘉兴港区
（综合保税区）劳动保障行政执法队〕
法定 代 表 人

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制
编号：133040000380

嘉兴港区（综合保税区）综合行政执法队〔平湖
市综合行政执法队乍浦分队、嘉兴港区（综合保

单位名称

税区）安全生产行政执法队、嘉兴港区（综合保
税区）自然资源行政执法队、嘉兴港区（综合保
税区）劳动保障行政执法队〕
承担所辖区域综合行政执法和城市管理、安全生产、自然
资源、劳动保障行政执法工作，依法查处违法行为，依法
开展日常监督检查，并督促整改措施的落实。承担辖区内
海洋保护区及海域生态安全的执法。承担辖区内犬类管理
相关工作。办理有关举报投诉工作

《事业
单 位
法 人

宗 旨 和
业务范围

证书》
登 载
事 项
住

所

浙江省嘉兴市乍浦开发区东方大道 1 号

法定代表人

陈龙

开办资金

30 万元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

举办单位

嘉兴港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资产
损益
情况
网上名称

净资产合计（所有者权益合计）
年初数（万元）

年末数（万元）

457.2234

395.5489

无

从业人数

78

对《条

1.依据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关于嘉兴港区（综合保税区）所属事

例》和

业单位设置、职责和编制事项的批复》精神，于 2020 年 5 月 13 日

实施细

申请办理了单位名称、宗旨和业务范围变更登记。

则有关

2.2019 年 1 月 18 日任免了主要行政负责人，按《细则》规定于 2020

变更登

年 5 月 13 日申请办理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

记规定
的执行
情

况

开
展
业
务
活
动
情
况

我局前身为嘉兴港区城建监察大队，于 2003 年 4 月挂牌成立，2012 年 5 月，成立嘉
兴港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2015 年 8 月更名为嘉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嘉兴港区（综
合保税区）分局，主要承担嘉兴港区（综合保税区）的综合行政执法、城市管理、安全生
产、自然资源、劳动保障行政执法工作。内设 6 个科室，办公室、政治处、法制科、综合
业务（行政许可）科、指挥中心、犬管办，身份编制五种，公务员、参公、事业、三定、
岗位合同工。局班子正科级干部 2 名（局长、教导员），副科级干部 2 名（副局长），中层
正职 8 名、副职 5 名，总共在编人员 102 人，实际在岗 78 人。2019 年，在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的正确领导下，按照核准登记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活动，现将履职情况公示如下：
一、开展的主要工作
2019 年，我局在港区党工委、管委会的坚强领导下，在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的精心指
导下，紧紧围绕党工委“三年大变样，五年再造一个新港区”的战略部署，以高品质打造
海港新城为总目标，按照年初制定的“实现三个争创、达到四个确保，形成四个品牌”的
工作思路，牢牢抓住城市管理、执法办案、拆违整治等主业，以打造智慧城管、民生服务，
联合执法、户外广告四个工作品牌为导向，实施“十大”行动工程，有效提升城市管理水
平和综合执法效能，圆满完成年度工作目标。
二、取得的主要效益
（一）勇于担当，牢牢抓住主业主责
1.拆违年度担当项目超额提前完成（15 万平方以上）。2019 年，我局将拆违 15 万平
方作为港区年度重点担当项目和“1 号工程”，由局领导班子两位主要领导总担当，采取
挂图作战督办，分区域集中攻坚等形式，充分挖掘内部潜力，有效地激发了团队活力动力。
同时统筹兼顾拆违与征迁、退散进集等任务之间关系，以“暴风”行动强势推进，达到了
拆违助力征迁中心工作的预期效果。截止 2019 年底，共完成拆违面积 191636.07 平方米、
户数 826 户、完成率 127.75%。
2.城市管理工作特色鲜明。一是户外广告整治形成典型。违规户外广告整治工作在全
市范围内率先完成了港区“全境”“全清零”的“双全”任务目标。全区共拆除各类户外
广告 553 块，面积 17650.4 平方米，其中楼顶广告 156 块，面积 6635 平方米。二是犬类
管理走在全市全列。根据《嘉兴市养犬管理条例》，加强了对全域范围内的执法管控工作，
加大了对违反该条例的不文明养犬行为的行政处罚。截止 2019 年底，共处罚违规养犬行
为 91 起，共处罚金额 5180 元。开展一站式“三服务”活动 72 次，办理犬类免疫登记证 1628
张，发放犬类宣传资料、手册 2 万余份。三是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逐步提升。我局深化精
细化管理手段，从细节着手，实施一系列管理服务措施，解决疏与堵的关系。截止目前，
共完成以港区管委会停车区域、天妃路示范路、东方大道为重点的同向停车试点，共设置
同向停车警示牌 13 处。
3.综合执法效益显著。我局提出执法办案保量提质增效的工作思路。截止 2019 年底，
一般行政执法案件立案 255 起，同比上升 26.8﹪；结案 219 起，同比上升 19.7﹪；罚金
1928683.91 元；同比上升 243﹪；人均办案率位居全市第一。简易程序处罚 94 起，同比
上升 88%；罚金 4330 元，同比上升 124.3%。
（二）优质服务，着力打造营商环境
一是前置与告知并行，以三服务的理念助力企业发展。采取前置法律服务、制定开店
须知等形式，强化新开店铺上门服务。组织执法队员深入辖区新开商铺，从店招备案、户
外广告（设施）审批、临时占用城市道路审批、建筑垃圾处置审批四方面入手，罗列所需
提交的材料，对新开店铺进行讲解宣传，引导新开店铺提前了解审批事项。优化审批上门
服务,对户外广告清零整治、港区重大项目等，提前现场上门服务，告知审批事项所需材
料，填写方式，并现场提出设置意见。

二是拆改与建管并重，在小城镇整治攻坚中担当重任，坚持“破”与“立”的对立统
一。主要突出两个方面：1.强势推动存量违建全清零，“破”出新空间。2019 年，按照“存
量违建全部清零、增量违建坚决为零”的目标，积极开展存量违建清零工作。以开展拔钉
清障专项整治行动为突破口，举全局之力推进完成，2019 年年底前保质保量完成港区存
量违建清零收官目标。2. 创建街容示范街创建，“立”出市容管理的新标杆。我局拔高站
位，提升标杆，选取外环路东作为街容示范街建设。路段全长 750 米已验收完成，双向四
车道，实行机非分离；道路沿线业态较为丰富。完善停车位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挡车器 8
个。创建道路街容卫生、基础设施和绿化美化均有统一的规划、管理和维护，做到序化、
洁化、美化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三是执法与普法并举，构建最优法治环境。积极运用“网格化”联络员进村、社区走
访摸排，推行“1+1+3”服务模式；利用商铺微信群、电话信息对商户反映的问题，及时
快速的发现问题，处置问题、解决问题。2019 年累计开展普法宣传工作 372 次，发放宣
传资料、手册 6700 余份，走访企业 407 家，走访社区 15 个，走访摸排 2195 家，解决商
铺问题 183 起，解决企业问题 27 起。
（三）压实责任，坚守底线不越红线
生态环境大的排查、国庆安全稳定等重大活动期间，我局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围绕
当前港区重点关注的生态环境整治和安全生产两大核心任务，开展了一系列的专项执法检
查行动。截止 2019 年底，我局围绕开展生活垃圾、建筑垃圾乱倾倒执法检查，共查处 54
起，罚金 133580 元；围绕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尤其是小散企业安全生产问题，我局联合
乍浦镇、安监局、消防大队联合执法，有效配合乍浦镇开展安全生产整治活动。共办理安
全生产类案件 16 起，罚金 96500 元。此外交通安全大会战作为我局承担的一项中心任务，
我局负责工程车运输整治工作。目前港区总登记车辆 388 辆，发证 392 辆。驾驶员，总计
登记 587 人，发证 562 人。2019 年累计开展整治行动 209 次，总计查处违法行为 1417 起
（渣
土领域发现问题 891 个，立案 29 起，罚款 202300 元），约谈企业 56 家，通报 34 家，停
业整改 6 家。今年以来，未发生工程车整治领域内的恶性交通事故。
（四）端正态度，时刻践行初心使命
我局围绕城市管理如何像绣花一样精细这一时代新命题，认真筹划思考实践之路。以
创建打造“连心莲”党建品牌为引领，重点突出思想政治建设和网络服务机制规范创新为
抓手，实现城市精细化管理常态长效。
一是用“莲”文化建队立魂，打牢为民执法的思想根基，树立标杆建设规范化中队。
我局先后开展“大手牵小手”执法小君普法行动、“每周一学”强素质抓内训、网格助力
社区志愿服务行动等专项工程，在履行城市治理的实践中，与企业连心，与百姓连心，与
基层（社区）连心，耐心解决群众困难、精心维护城市秩序、用心赢得市民满意。
二是开展教育培训工作，加强廉洁文化建设，营造廉洁和谐氛围。思想政治方面，严
格执行“三会一课”制度，全年开展专题生活会组织会 3 次，支委会 12 次，党小组会议 36
次，支部书记上党课 7 次，党风廉政专题党员大会 16 次，“执法小君”、“连心莲”等特色
主题党日活动 12 次。法制培训方面，1.组织参加上级机关法制培训。如参加市局组织的
杭州警官学校执法人员执法轮训、浙江省行政执法“互联网+监管”平台、省综合执法办
案系统等培训。2.组织内部培训。如组织培训：《浙江省物业管理条例》、《城市房地产开
发经营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学习、执法实用讲解等培训 18 次，邀请平湖市局相关人
员对办案系统业务指导等。
三是用网格连心思路创建精细化管理新机制，执法力量再下沉，打通服务百姓最后一
米。港区综合行政执法分局将执法力量下沉社区，按照网格化划分区域、明确执法职责和
服务事项，有效打通了执法服务老百姓的“最后一米”。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2019 年我局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与上级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一是
重要岗位轮岗机制缺乏创新，廉政基础工作仍不够扎实，相关的制度建设还须进一步严格。
二是在外借用党员管理存在空档和体制障碍，党员干部廉政思想根基还需进一步夯实。三
是执法领域覆盖太广，目前执法局涉及的行政处罚事项多达 638 余项，法律法规条款和裁
量基准等内容非常丰富，而且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水行政等领域划转的行政处罚事项专
业性要求高，一线执法人员很难短时间内熟悉掌握。四是职能边界主次难以界定。综合执
法局的原本主要职能是城市管理，并且根据划转职能，综合执法局在其他领域仅负责行政
处罚工作，日常监管等依旧为原部门职能，而实际工作中执法局也参与日常检查、抽查、
监督管理甚至指导当事人等，导致新职能划转以后，划转职能执法工作牵扯执法力量，已
经有超越本职的现场，而类似于安全生产执法工作的限期整改完结、行政处罚结束后的日
常监管、问题反弹处理甚至引发安全问题等情况处理。
四、下步打算：
（一）深化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拓展和延伸廉政防控领域，做实做严党风廉政工作
的规定动作。继续坚持“廉”字当头、“严”字当头，继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切实打造廉洁型机关。继续打造“莲心连”品牌，结合
工作职责，传播清廉文化正能量，借力“三服务”，完善“自治、德治、法治”基层社会
治理体系建设。
（二）加强队伍军事化管理。我局将以锤炼一流执法铁军为目标，执法队伍学部队，
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制度，不断加强执法队伍管理。结合综合行政执法业务工作，通过分层
次、多形式、制度化的学习教育培训，以教育引导全局人员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荣辱观，增强爱岗敬业、遵纪守法、廉洁自律的意识，提升日常管理执法能力、解决
难点问题能力、开拓创新能力，锻造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综合行
政执法队伍，全面提高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
（三）强化提高队伍执行力。局不定期开展队容风纪、工作效能专项督察，扎实推进
谈心谈话制度，局领导通过走访各中队与每位执法人员进行谈心谈话，进一步加强干部职
工的纪律规矩意识，驻牢思想防线。坚持“疏堵结合、服务为先”，充分依靠和发动群众、
经营业主参与城市管理。
（四）完善我局管理体制机制。将原下设的两个中队整合调整为三个分队：直属分队、
园区分队、乍浦镇分队。通过城市管理和执法向乡镇延伸，逐步实现城市管理执法工作全
覆盖，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推动执法中心下移和执法事项属地化管理这一要求，实现厘
清人员职责、规范执法机构和优化队伍结构这三个基本目的。
（五）开展智慧停车平台建设。以智慧停车为突破口，缓解当前停车难、停车乱问题，
提升静态交通秩序，为全面构建港区停车一体化平台打下基础，以停车管理做为专项整治
为载体，整合力量，深挖潜力，积极加快市区停车设施建设，完善停车公共资源，增强停
车引导和服务，从根本上抑制违停现象，提升群众满意度，推动城市品质生活建设。
（六）提升城市品质。结合《嘉兴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制订城市管理标准，不断补
齐城市管理工作短板，实现城市管理更加精细、行政执法更加文明规范、市民文明素养不
断提升。
（七）执法办案规范化。以推动落实执法办案系统、非接触执法等活动为抓手，进一
步规范执法文书的制作和使用，确保执法文书和案卷完整准确、合法规范。办案场所统一
管理、案件集中办理等职能，实现案件集中审理、全程闭环、监督的执法办案新模式。
（八）全力助推“三改一拆”。围绕党工委、管委会中心工作，持续配合推进“三改
一拆”，强化拆改结合，加强依法行政，保持“无违建”创建成果，建立健全防违、控违、

治违的长效管理机制，做到存量违建全部处置到位，新增违建得到根本遏制，拆后土地实
现有效利用，努力实现无违建镇全覆盖，全力拓展发展空间。

相关资质 无
认可或执
业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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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效 期
1、2019 年没有涉及奖励事项。

绩 效 和
受奖惩及
诉讼投诉
情况

2、2019 年 10 月 14 日因乍浦镇人民政府、嘉兴市国土资源局港区
分局、平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嘉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嘉兴港区
（综合保税区）分局四部门联合强制拆除违法建筑行为，被孙富良
诉讼至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法院判决四个部门败诉。
3、2019 年没有接到社会投诉。

接受
捐赠
资助
及其
使用
情况
事业
单位
委托
意见

我单位 2019 年未接受捐赠资助。

兹委托登记管理机关在网上公示我单位年度报告书。
法定代表人：

公章：
年

月

日

举办单位

经审查，同意公示。

意见（含保
密审查 分管领导：
意 见）
联系电话：
填表人：纪歆怡

联系电话：18205838183

公章：
年

月

报送日期：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