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号 
权力名称 权力依据 行使状态 行使层级 备注 

1 

对违法建设进行查封施

工现场、强制拆除的强

制措施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六十八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

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

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 

【地方性法规】《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2012 年） 

    第二十四条 发现正在建设的违法建设行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或者规划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立即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

除的，由市、区、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查封施工现场，实施强制拆除。 

常用 属地行使   

2 
对街巷违停机动车辆进

行拖移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九十三条 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机动车停放、临时停车规定

的，可以指出违法行为，并予以口头警告，令其立即驶离。机动车驾驶人不在现场

或者虽在现场但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

以下罚款，并可以将该机动车拖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指定的地点停放。 

常用 属地行使   

3 
对建筑垃圾运输车辆中

止运行 

【地方性法规】《南京市市容管理条例》（2012 年修订） 

    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二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管理（市容）行政主管部门责令纠正违法行为，按照下列规

定予以处罚；有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行为的，可以中止建筑垃圾运输车辆运

行： 

    （一）建设单位无建筑垃圾处置许可证处置建筑垃圾的，责令补缴建筑垃圾处

置费，并可处以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三）个人或者未经核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单位运输建筑垃圾的，对个人处

常用 属地行使   



以五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运输建筑垃圾未随车携带

城市管理（市容）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相关证件的，对车辆驾驶人员处以一百元罚

款； 

    （四）运输建筑垃圾的车辆未按照规定的时间、路线、密闭方式运输，未将建

筑垃圾运送到指定场地处置，车轮带泥行驶污染路面或者沿途遗洒、飘散建筑垃圾

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造成路面污染的，责令经营者或者车辆驾驶

人员立即清除； 

    城市管理（市容）行政主管部门中止建筑垃圾运输车辆运行的，应当当场出具

中止车辆运行凭证，注明车辆停放地点，责令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到指定地点接受

处理。当事人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到城市管理（市容）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地点接受

处理；处理完毕，被中止运行的车辆应当予以放行；逾期不接受处理的，被中止运

行的车辆由城市管理（市容）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置。 

4 
对建筑垃圾抛洒的代清

除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12 年修订） 

    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十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卫管

理部门责令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可以按照以下规定予以处罚:  

    (十)运输工程渣土、砂石、泥浆及流体废弃物的车辆，沿途泄漏、抛撒，或者车

轮带泥行驶污染道路的，视情节轻重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违法行为人拒

不采取补救措施的，由市容环卫管理部门组织作业单位及时清除，清除费用由违法行

 

常用 属地行使   

5 对牛皮癣的代清除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12 年修订） 

    第五十条第一款第六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卫管理

部门按照以下规定处理:    

    （六）在树木、地面、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上刻画、涂写、张贴的，责

令限期清除，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清除的，代为清除，所需费用

由违法行为人承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使用通讯工具从事上述行为的，

市容环卫管理部门可以建议有关单位暂停其使用通讯工具。 

常用 属地行使   



6 对占道经营物品的暂扣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12 年修订） 

    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三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卫管理

部门按照以下规定处理:    

    （三）擅自占用道路、人行过街桥、人行地下过街通道、地铁通道以及其他公共

场地摆摊设点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继续违法经营的，可以暂扣其兜售的物品及其

装盛器具，处以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决定暂扣的，应当出具暂扣清单，要求

违法行为人按照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逾期不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造成损

失的，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地方性法规】《南京市市容管理条例》（2012 年修订） 

    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管理（市

容）行政主管部门责令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给予警告，并可以按照下列规

定予以处罚： 

    （三）违反有关规定在道路两侧和公共场地摆摊设点影响市容，经教育拒不改正

 

常用 属地行使   

7 
对户外广告设施的强制

拆除 

【地方性法规】《南京市市容管理条例》（2012 年修订） 

    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十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管理（市

容）行政主管部门责令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给予警告，并可以按照下列规

定予以处罚： 

    （十）未经批准设置大型户外广告的，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责令限

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予以强制拆除；    【规章】《南京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

政处罚权试行办法》（市政府令第 209 号，经市政府第 50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

予发布，自 2002 年 9 月 15日起施行。）第十二条 擅自设置的户外广告、宣传品，

严重影响市容未能自行清除或者权属不明难以自行清除的，执法局应当强制清除。 

 

常用 属地行使 

与市级

一致，

权力依

据较市

级有所

增加 



8 

对不符合城市容貌标

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

筑物或者设施的强制拆

除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主席令 第七十四号，已由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2007 年 10 月 28 日通

过，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第六十四条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

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

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

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

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

之十以下的罚款。第六十五条 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

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第六十八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

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

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

等措施。                                     【地方性法规】《南京市市容

管理条例》（经 1997 年 11月 19 日南京市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 34 次会议制定，

1998 年 2 月 11 日江苏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 33 次会议批准；根据 2012 年 1 月 12日

江苏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 26 次会议批准的《关于修改〈南京市市容管理条例〉

的决定》第 3 次修正。）第四十条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乡规划法》的规定对违法建设予以处罚。城市管理（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按

照本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规定对违法建设依法予以处罚。城市管理

（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对违法建设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

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可以依法采取查封施工现场、暂扣施工设备和材

料、强制拆除措施。城市管理（市容）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强制拆除违法建设的，应

当在实施拆除的七日前，将拆除通知书送达当事人；无法送达的，可以在违法建设

现场张贴通知，视为送达。 

常用 属地行使 

自加，

在原权

力库 



9 

对用于无照经营活动的

经营工具和原材料的封

存、扣押 

【规章】《南京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市政府令第 209 号，经

市政府第 50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自 2002 年 9 月 15日起施行。）第二十二条 执法

局在查处无照经营活动时，对用于无照经营活动的工具和原材料等，在报经本机关负

责人批准后，可以采取封存、扣押措施。遇有特殊情况可以先行采取封存、扣押措施，

并在 24 小时内补办批准手续。被封存、扣押的经营工具或原材料难以保存或在规定

期限内无人认领或被执行人拒绝认领的，由执法局依法处理。  

常用 属地行使 

自加，

在原权

力库 

10 
对违反规定的店招标牌

的强制拆除 

【规章】《南京市店招标牌设置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 304 号，经 2014 年 5 月 8

日市政府第 31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自 2014 年 5 月 12 日起施行。）第二十一条 违

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二款、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九条规定的，由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改正的，由区城市管

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限期自行拆除；逾期未拆除的，依法强制拆除。 

常用 属地行使 

自加，

不在原

权力库 

11 
对擅自挖掘、占用城市

河道的作业工具的暂扣 

【地方性法规】《南京市城市排水管理条例》（2005 年 9 月 21 日南京市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制定，2005 年 12月 1 日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第一项、第二项行为的，

城市排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处以二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有下列第三项至第

五项行为的，城市排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一）

擅自挖掘、占用城市河道的。有前款第一项、第四项行为的，以及违反第三十三条规

定进行施工作业拒不改正的，城市排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暂扣作业工具，暂扣期限最

长不得超过十五日。 

常用 属地行使 

自加，

不在原

权力库 

12 

城市建筑物、构筑物外

形明显不洁影响市容景

观的代清洗（代履行） 

【规章】《南京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市政府令第 209 号，经

市政府第 50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自 2002 年 9 月 15日起施行。）第十三条 城市建

筑物、构筑物外形明显不洁影响市容景观的，执法局责令其所有人限期清洗，逾期不

清洗的，由执法局指定专业清洗单位进行清洗，其清洗费用由该所有人或者其管理责

任单位承担。 

常用 属地行使 

自加，

不在原

权力库 



13 

对用于涂写、刻画、随

意张贴的作业工具的暂

扣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03 年 12 月 19 日江苏省

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34 号公布)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卫管理部门按照以下规定处理：（六）在树木、地面、建筑

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上刻画、涂写、张贴的，责令限期清除，处以 1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清除的，代为清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使用作业工具或者通讯工具从事上述行为的，市容环卫管理部门

可以暂扣作业工具或者建议有关部门暂停其使用通讯工具。 

 南京市城市建筑物、公共设施、道路容貌管理规定 

(市政府第 307 号令） 

 《规章》 《南京市城市建筑物、公共设施、道路容貌管理规定》已经 2014 年 7

月 23 日市政府第 39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201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予以行政

处罚：（四）违反第二十条规定刻画、涂写、张贴的，责令限期清除，并处一百元以

上五百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清除的，依法代为清除，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刻画、

涂写、张贴内容中公布违法行为人通信号码的，通知其限期接受处理；逾期不接受处

理的，书面通知通信企业暂停该通信号码的使用；违法行为人接受处理后，应当及时

通知通信企业恢复其通信号码的使用。刻画、涂写、张贴内容涉及违法的，移送公安

机关依法查处； 

常用 属地行使 

自加，

在原权

力库 

14 

对污水管道与雨水管道

混接，或将污水管道直

接接入河道的作业工作

的暂扣 

《地方性法规》《南京市城市排水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有下列第(一)项、第(二)

项行为的，城市排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处以二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有下列

第(三)项至第(五)项行为的，城市排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四)污水管道与雨水管道混接，或将污水管道直接接入河道的； 

  有前款第(一)项、第(四)项行为的，以及违反第三十三条规定进行施工作业拒

不改正的，城市排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暂扣作业工具，暂扣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十五

日。 

常用 属地行使   



15 

在污水输送干线管道、

直径八百毫米以上的排

水管道或者雨水、污水

泵站等城市排水设施周

围从事下列施工作业未

事先向排水主管部门提

供安全施工作业方案的

作业工具的暂扣 

《地方性法规》《南京市城市排水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  有前款第(一)项、第

(四)项行为的，以及违反第三十三条规定进行施工作业拒不改正的，城市排水行政

主管部门可以暂扣作业工具，暂扣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十五日。 

 第三十三条在污水输送干线管道、直径八百毫米以上的排水管道或者雨水、污水

泵站等城市排水设施周围从事下列施工作业，经有关部门告知，应当事先向城市排

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供安全施工作业方案： 

  (一)在排水设施外侧三米范围内爆破作业的，建造建(构)筑物的，施工作业地

面荷载大于或者等于每平方米两吨的； 

  (二)在排水设施外侧十米范围内进行打桩作业，或者基坑深度超过管顶的挖掘

施工的。 

 施工单位在施工作业过程中发现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立即停止施工作业，

并按照前款规定办理。 

常用 属地行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