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文件 
 

   沪城管规〔2018〕1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行政 

处罚裁量基准（一）》的通知 
 

各区城管执法局、乡镇人民政府、市局执法总队、市水管处、

机场地区执法支队、自贸区综合执法大队: 

《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一）》

已经 2018年 3月 12日第 5次局长办公会议通过，现予发布，

请遵照执行。本文自 2018年 5月 15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2015年 7月 9日印发的《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行政

处罚裁量基准（一）、（二）》和 2016年 12月 8日印发的《上

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三）》同时废止。 

                     

 

 

                                  2018年 4月 3日 
 

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办公室  2018年 4月 3日印发   

（共印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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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一） 
裁量标准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适用情形 处罚幅度 

备注 

产生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在5吨以下

的   
处1万元罚款  

1 
产生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单位

未申报产生量和处置方案 
产生建筑垃圾、工程渣土5吨以上的 

按照“1万元十200元／吨×未申报量

或运输量”处以罚款，最高不超过10

万元” 

违法行为2年内再犯的，每次罚

款基数递增1万元，但最高不超

过10万元。 

委托无证单位运输的建筑垃圾、工程

渣土在5吨以下的 
处1万元罚款  

2 

产生单位委托未取得建筑垃

圾和工程渣土运输许可证的

单位运输建筑垃圾、工程渣土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第44条第1款：责令改正，

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委托无证单位运输的建筑垃圾、工程

渣土5吨以上的 

按照“1万元十200元／吨×未申报量

或运输量”处以罚款，最高不超过10

万元” 

违法行为2年内再犯的，每次罚

款基数递增1万元，但最高不超

过10万元。 

运输的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在5吨以

下的 
处5000元罚款 

3 

未取得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

运输许可证运输建筑垃圾、工

工程渣土 运输的建筑垃圾、工程渣土5吨以上

的 

按照“5000元十200元／吨×承运量”

处以罚款，最高不超过3万元 

违法行为2年内再犯的，每次罚

款基数递增5000元，但最高不超

过3万元。 

运输的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在5吨以

下的 
处5000元罚款 

4 
承运未取得处置证的建筑垃

圾、工程渣土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第44条第2款：责令改正，

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运输的建筑垃圾、工程渣土5吨以上

的 

按照“5000元十200元／吨×承运量”

处以罚款，最高不超过3万元 

违法行为2年内再犯的，每次罚

款基数递增5000元，但最高不超

过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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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船未按规定进行统一标识且整改

基本符合要求。 
处200元以上700元以下罚款 

车船未正常使用记录路线、时间和处

置地点的电子信息装置的或者逾期

整改或者部分整改。 

处700元以上1500元以下罚款 
5 

承运建筑垃圾、工程渣土的车

船不符合管理规定 

车船未安装记录路线、时间和处置地

点的电子信息装置的或者拒不整改。 
处1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违法行为2年内再犯的，每次罚

款基数递增300元，但最高不超

过2000元。 

 

6 
承运建筑垃圾、工程渣土车船

未随车船携带处置证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第44条第3款：责令改正，

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未随车船携带处置证的 
处每车200元以上500元以下，每船

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违法行为2年内再犯的，每次罚

款基数按每车200元、每船500元

递增，最高不超过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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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垃圾、工程渣土10平方米以

下或5吨以下； 

2、改正符合要求； 

3、对公共安全、公共设施、公共秩

序造成较轻影响。 

处5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 

1、建筑垃圾、工程渣土10平方米以

上20平方米以下或5吨以上15吨以下； 

2、逾期整改或部分整改； 

3、对公共安全、公共设施、公共秩

序造成较重影响。 

处1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7 

擅自倾倒、堆放、处置建筑垃

圾、工程渣土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第44条第5款：责令改正，

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1、建筑垃圾、工程渣土面积20平方

米以上或15吨以上； 

2、拒不改正； 

3、对公共安全、公共设施、公共秩

序造成严重影响。 

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行为2年内再犯的，每次罚

款基数递增5000元，但最高不超

过5万元。 

8 
擅自从事餐厨废弃油脂收运

或者处置活动 

《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管

理办法》第31条第1款：责令立

即停止违法行为，处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 

1、餐厨废弃油脂100公斤以下； 

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30天； 

3、对市场秩序、食品安全造成较轻

影响。 

处5万元以上6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行为2年内再犯的，每次罚

款基数递增2万元，但最高不超

过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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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餐厨废弃油脂100公斤以上300公

斤以下； 

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超过30天不足

90天； 

3、对市场秩序、食品安全造成较重

影响。 

处6万元以上8万元以下罚款 

1、餐厨废弃油脂300公斤以上； 

2、拒不整改； 

3、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超过90天； 

4、对市场秩序、食品安全造成严重

影响。 

处8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9 

产生单位将餐厨废弃油脂提

供给规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

收运或者放任其他单位和个

人收运 

《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管

理办法》第32条：责令限期改

正，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

罚款。 

1、餐厨废弃油脂100公斤以下； 

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30天； 

3、对市场秩序、食品安全造成较轻

影响。 

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行为2年内再犯的，每次罚

款基数递增1万元，但最高不超

过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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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餐厨废弃油脂100公斤以上300公

斤以下； 

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超过30天不足

90天； 

3、对市场秩序、食品安全造成较重

影响。 

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罚款 

1、餐厨废弃油脂300公斤以上； 

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超过90天； 

3、拒不整改； 

4、对市场秩序、食品安全造成严重

影响。 

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1、餐厨废弃油脂100公斤以下； 

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30天； 

3、对市场秩序、食品安全造成较轻

影响。 

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1、餐厨废弃油脂100公斤以上300公

斤以下； 

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超过30天不足

90天； 

3、对市场秩序、食品安全造成较重

影响。 

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罚款 10 
收运单位未将餐厨废弃油脂

送交规定的处置单位处置 

《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管

理办法》第33条第1项：责令限

期改正，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

下的罚款。 

1、餐厨废弃油脂300公斤以上； 

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超过90天； 

4、对市场秩序、食品安全造成严重

影响的。 

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行为2年内再犯的，每次罚

款基数递增1万元，但最高不超

过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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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运单位应自收运合同签订之日

起1个月以内未备案； 

2、改正基本符合要求。 

处1000元以上1500元以下罚款  

1、收运单位应自收运合同签订之日

起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未备案； 

2、逾期整改或部分整改。 

处1500元以上2500元以下罚款  11 
收运单位未按照要求办理餐

厨废弃油脂收运合同备案 

《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管

理办法》第33条第2项: 责令限

期改正，处1000元以上3000元

以下的罚款。 

1、收运单位应自收运合同签订之日

起3个月以上未备案； 

2、拒不整改。 

处2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1、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30天； 

2、部分电子监控设备未开启或未实

时联网； 

3、整改基本符合要求。 

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1、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超过30天不足

90天； 

2、逾期整改或者部分整改。 

处5000元以上8000元以下罚款  12 

餐厨废弃油脂收运单位未按

要求将电子监控设备保持开

启状态或者实时联网 

1、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超过90天； 

2、全部电子监控设备均未开启或未

实时联网； 

3、拒不整改。 

处8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13 

餐厨废弃油脂贮存、初加工场

所未按要求开启、使用电子监

控设备 

《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管

理办法》第33条第3项：责令限

期改正，处3000元以上1万元以

下的罚款 

1、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30天； 

2、部分电子监控设备未开启、使用； 

3、整改基本符合要求。 

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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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超过30天不足

90天； 

2、逾期整改或部分整改。 

处5000元以上8000元以下罚款  

1、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超过90天； 

2、全部电子监控设备均未开启、使

用； 

3、拒不整改。 

处8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1、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30天； 

2、未核对的餐厨废弃油脂100公斤以

下。 

处2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1、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超过30天不足

90天； 

2、未核对的餐厨废弃油脂100公斤以

上300公斤以下。 

处3000元以上4000元以下罚款  
14 

收运单位未将收运联单记载

的餐厨废弃油脂种类和数量

与实际收运的餐厨废弃油脂

种类和数量进行核对 

《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管

理办法》第33条第:4项：责令

限期改正，处2000元以上5000

元以下的罚款。 

1、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超过90天； 

2、未核对的餐厨废弃油脂300公斤以

上； 

3、拒不整改。 

处4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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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处置单位应自处置合同签订之日

起1个月以内未备案； 

2、整改基本符合要求。 

处1000元以上1500元以下罚款  

1、处置单位应自处置合同签订之日

起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未备案； 

2、逾期整改或部分整改。 

处1500元以上2500元以下罚款  
15 

处置单位未按照要求办理餐

厨废弃油脂处置合同备案 

《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管

理办法》第34条第1款第1项：

责令限期改正，处1000元以上

3000元以下的罚款； 

1、处置单位应自处置合同签订之日

起3个月以上未备案； 

2、拒不整改。 

处2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1、违法行为累计24小时； 

2、部分电子监控设备未开启或未实

时联网； 

3、整改基本符合要求。 

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1、违法行为累计48小时； 

2、逾期整改或部分整改。 
处5000元以上8000元以下罚款  16 

处置场所未按要求将电子监

控设备保持开启状态或者实

时联网 

《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管

理办法》第34条第1款第2项：

责令限期改正，处3000元以上1

万元以下的罚款； 

1、违法行为累计72小时； 

2、全部电子监控设备均未开启或未

实时联网； 

3、拒不整改。 

处8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17 
餐厨废弃油脂处置单位未经

同意擅自停业、歇业 

《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管

理办法》第34条第1款第3项：

责令限期改正，处5万元以上10

1、擅自停业、歇业不足15天； 

2、对餐厨废弃油脂的处置造成较轻

影响。 

处5万元以上6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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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擅自停业、歇业15天以上2个月以

下； 

2、对餐厨废弃油脂的处置造成较重

影响。 

处6万元以上8万元以下罚款  

万元以下的罚款。 

1、擅自停业、歇业2个月以上； 

2、对餐厨废弃油脂的处置造成严重

影响。 

处8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1、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30天； 

2、台帐建立不全； 

3、整改基本符合要求。 

处2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1、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超过30天不足

90天； 

2、台帐建立不实； 

3、逾期整改或部分整改。 

处3000元以上4000元以下罚款  

18 

餐厨废弃油脂产生单位、收运

单位或者处置单位未按照要

求建立记录台帐 

《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管

理办法》第35条第1项：责令限

期改正，处2000元以上5000元

以下的罚款。 

1、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超过90天； 

2、未建立台帐； 

3、拒不整改改正。 

处4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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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30天； 

2、信息报送不全； 

3、整改基本符合要求。 

处2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1、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超过30天不足

90天； 

2、信息报送不实； 

3、逾期整改或部分整改。 

处3000元以上4000元以下罚款  19 

收运单位或者处置单位未按

照要求报送信息管理系统记

录的信息 

《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管

理办法》第35条第2项：责令限

期改正，处2000元以上5000元

以下的罚款。 

1、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超过90天； 

2、未报送信息； 

3、拒不整改。 

处4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三级保护的 处3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级保护的 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20 

在保护区内不采取措施保持

土壤的透水、透气性，或者从

事损害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

资源正常生长活动 

《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

资源保护条例》第二十五条第

一项：责令其限期改正，可以

并处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

罚款。 一级保护的 处2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三级保护，且采取补救措施的。 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级保护，且采取补救措施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级保护，且采取补救措施的。 处1万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21 

在保护区内不采取措施保持

土壤的透水、透气性，或者从

事损害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

资源正常生长活动，造成树木

严重损伤 

《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

资源保护条例》第二十五条第

一项：责令其限期改正，处二

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不采取补救措施的 处2万元的罚款  

三级保护，且采取过补救措施的。 每株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22 

在保护区内不采取措施保持

土壤的透水、透气性，或者从

事损害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

《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

资源保护条例》第二十五条第

一项：每株处五千元以上五万 二级保护，且采取过补救措施的。 每株处2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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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保护，且采取过补救措施的。 每株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资源正常生长活动，造成树木

死亡 

元以下的罚款。 

未采取补救措施的 每株处5万元的罚款  

三级保护，且采取过补救措施的。 每株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级保护，且采取过补救措施的。 每株处2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级保护，且采取过补救措施的。 每株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23 
建设单位未按照保护要求实

施保护，造成树木死亡 

《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

资源保护条例》第二十五条第

二项：每株处五千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 

未采取补救措施的 每株处5万元的罚款  

未造成树木损伤的 处3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树木损伤，且采取补救措施的。 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树木严重损伤，且采取补救措施

的。 
处2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24 
不按照养护技术标准进行养

护 

《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

资源保护条例》第二十五条第

三项：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处三百元以上三千

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树木损伤或严重损伤，且不采取

补救措施的。 
处3000元的罚款  

三级保护，且采取过补救措施的。 每株处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级保护，且采取过补救措施的。 每株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级保护，且采取过补救措施的。 每株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25 

不按照养护技术标准进行养

护，造成树木死亡 

《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

资源保护条例》第二十五条第

第三项：每株处三千元以上三

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采取补救措施的 每株处3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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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树木生长未受到影响的 每株处1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 

移植树木生长受到影响，且采取补救

措施的。 
每株处4万元以上8万元以下的罚款 

移植树木受到严重影响，且采取补救

措施的。 
每株处8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26 

移植一级保护的古树或者树

龄在一百年以上的名木 

《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

资源保护条例》第二十五条第

四项：每株处一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 

移植树木受到影响或严重影响，且不

采取补救措施的。 
每株处10万元的罚款 

造成树木死亡的，以砍伐论。 

移植树木生长未受到影响的 每株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移植树木生长受到影响，且采取补救

措施的。 
每株处2万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 

移植树木受到严重影响，且采取补救

措施的。 
每株处4万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27 

未经批准移植树龄在一百年

以下的名木或者二级保护的

古树 

《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

资源保护条例》第二十五条第

四项：每株处五千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 

移植树木受到影响或严重影响，且不

采取补救措施的。 
每株处5万元的罚款 

造成树木死亡的，以砍伐论。 

移植树木生长未受到影响的 每株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 

移植树木生长受到影响，且采取补救

措施的。 
每株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移植树木受到严重影响，且采采取补

救措施的。 
每株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28 未经批准移植古树后续资源 

《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

资源保护条例》第二十五条第

四项：每株处二千元以上二万

元以下的罚款。 

移植树木受到影响或严重影响，且不

采取补救措施的。 
每株处2万元的罚款 

造成树木死亡的，以砍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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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造成树木损伤的 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树木损伤，且采取补救措施的。 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树木严重损伤的，且采取补救措

施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29 

委托不具备相应专业资质的

单位进行移植或者养护 

《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

资源保护条例》第二十五条第

五项：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一万

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树木损伤或严重损伤，且不采取

补救措施的。 
处1万元的罚款  

未造成树木损伤的 
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

的罚款 
 

造成树木损伤的 
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

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30 

不具备相应专业资质的单位

从事移植或者养护 

《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

资源保护条例》第二十五条第

五项：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

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

罚款。 造成树木严重损伤的 
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三倍

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未造成树木损伤的 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树木损伤，且采取补救措施的。 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树木严重损伤，且采取补救措施

的。 
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31 

生产、生活产生的废水、废气

或者废渣等危害古树、名木和

古树后续资源正常生长 

《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

资源保护条例》第二十五条第

六项：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处五百元以上五千

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树木损伤或严重损伤，且不采取

补救措施的。 
处5000元的罚款  

三级保护，且采取补救措施的。 每株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级保护，且采取补救措施的。 每株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级保护，且采取补救措施的。 每株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32 

生产、生活产生的废水、废气

或者废渣等危害古树、名木和

古树后续资源正常生长，造成

树木死亡 

《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

资源保护条例》第二十五条第

六项：每株处五千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 
不采取补救措施的 每株处5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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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执法部门查处违法行为，且保护

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有立功表

现的。 

每株处3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的罚款  

33 砍伐一级保护的古树、名木的 

《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

资源保护条例》第二十五条第

七项：每株处三万元以上三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 除上述情形外 每株处25万元以上30万元的罚款  

配合执法部门查处违法行为，且保护

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有立功表

现的。 

每株处2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  

34 砍伐二级保护的古树的 

《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

资源保护条例》第二十五条第

七项：每株处二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 除上述情形外 每株处15万元以上20万元的罚款  

配合执法部门查处违法行为，且保护

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有立功表

现的。 

每株处1万元以上8万元以下的罚款  

35 砍伐古树后续资源的 

《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

资源保护条例》第二十五条第

七项：每株处一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 除上述情形外 每株处8万元以上10万元的罚款  

未造成树木损伤的 免予处罚  

36 

剥损树皮、攀折树枝或者刻划、

敲钉的；借用树干做支撑物，

在树上悬挂或者缠绕其他物

品的；损坏古树、名木和古树

《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

资源保护条例》第二十五条第

八项：责令其限期改正，可以

并处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
造成树木损伤，且采取补救措施的。 处300元以上1500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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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树木严重损伤，且采取补救措施

的。 
处1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后续资源的支撑、围栏、避雷

针、标牌或者排水沟等相关保

护设施的；其他影响古树、名

木和古树后续资源正常生长

的行为。 

罚款。 

造成树木损伤或严重损伤的，不采取

补救措施的。 
处3000元的罚款  

三级保护，且采取过补救措施的。 每株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级保护，且采取过补救措施的。 每株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级保护，且采取过补救措施的。 每株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37 

剥损树皮、攀折树枝或者刻划、

敲钉的；借用树干做支撑物，

在树上悬挂或者缠绕其他物

品的；损坏古树、名木和古树

后续资源的支撑、围栏、避雷

针、标牌或者排水沟等相关保

护设施的；其他影响古树、名

木和古树后续资源正常生长

的行为，造成树木死亡的 

《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

资源保护条例》第二十五条第

八项：每株处五千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 

未采取补救措施的 每株处5万元的罚款  

三级保护的 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级保护的 处3000元以上7000元以下的罚款  

38 
树木死亡未经核实注销擅自

处理的 

《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

资源保护条例》第二十五条第

九项：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一级保护的 处7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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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绿地面积300平方米以下； 

2、行道树50棵以下。 
处2000元以上8000元以下的罚款 

1、绿地面积300平方米以上500平方

米以下；  

2、行道树50棵以上100棵以下。 

处8000元以上14000元以下的罚款 39 
养护单位未按养护技术标准

进行养护 

《上海市绿化条例》第41条：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

款。 
1、绿地面积500平方米以上； 

2、行道树100棵以上。 
处14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行为2年内再犯的，每次罚款

基数递增2000元，但最高不超过2

万元。 

迁移树木10棵以下 处绿化补偿标准3至4倍的罚款 

40 擅自迁移树木 

《上海市绿化条例》第 42 条

第 1 款：责令改正，处绿化补

偿标准三至五倍的罚款。 迁移树木10棵以上 处绿化补偿标准4至5倍的罚款 
 

砍伐树木10棵以下 处绿化补偿标准5至7倍的罚款 

41 擅自砍伐树木 

《上海市绿化条例》第 42 条

第 2 款：处绿化补偿标准五至

十倍的罚款。 砍伐树木10棵以上 处绿化补偿标准7至10倍的罚款 

 

按要求整改 
按每日每平方米10元以上20元以下

处以罚款。 
42 未经许可临时使用绿地 

《上海市绿化条例》第 43 条

第 1 款：责令限期改正，按临

时使用绿地每日每平方米十元

以上三十元以下处以罚款。 
未按要求整改 

按每日每平方米20元以上30元以下

处以罚款。 

违法行为2年内再犯的，按每日每

平方米30元处以罚款。 

按要求整改 
按占用绿地面积每平方米 500 元以

上 1200元以下处以罚款 
43 未经许可占用绿地 

《上海市绿化条例》第 43 条

第 2 款：责令限期改正；按占

用绿地面积每平方米五百元以

上二千元以下处以罚款。 
未按要求整改 

按占用绿地面积每平方米1200元以

上2000元以下处以罚款 

违法行为2年内再犯的，每平方米

罚款基数递增500元，但最高不超

过每平方米2000元。 

44 
擅自调整建成绿地内部布局

减少原有绿地面积 

《上海市绿化条例》第 43 条

第 3 款：责令限期改正；按占
按要求整改 

按占用绿地面积每平方米 500 元以

上 1200元以下处以罚款 

违法行为2年内再犯的，每平方米

罚款基数递增500元，但最高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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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绿地面积每平方米五百元以

上二千元以下处以罚款。 未按要求整改 
按占用绿地面积每平方米1200元以

上2000元以下处以罚款 

过每平方米2000元。 

按要求整改 
处绿化或绿化设施补偿标准3至4倍

的罚款 

45 损坏绿化或者绿化设施 

《上海市绿化条例》第 44条：

责令改正，并可处绿化或绿化

设施补偿标准三至五倍的罚款。 未按要求整改 
处绿化或绿化设施补偿标准4至5倍

的罚款 

违法行为2年内再犯的，处绿化或

绿化设施补偿标准5倍的罚款。 

46 
树木迁移一年内未成活未按

规定进行补植 

《上海市绿化条例》第 42 条

第 3款：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正的，按照擅自移迁树木的

规定予以处罚。 

按擅自移迁树木的规定 按擅自移迁树木的规定  

47 

经批准同意砍伐树木的未按

规定进行补植或采取补救措

施 

《上海市绿化条例》第 42 条

第 3 款：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按照擅自砍伐树木

的规定予以处罚。 

按擅自砍伐树木的规定 按擅自砍伐树木的规定  

实际产生量日均1桶以下（240升/桶，

相当于0.1吨，下同） 
处100元以上300元以下的罚款 

实际产生量日均1桶以上3桶以下 处300元以上700元以下的罚款 48 未办理餐厨垃圾申报手续 

《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

法》第 22条第 1款第 1项：对

经营性活动中，违反本办法第

七条规定，未办理申报手续的，

由绿化市容部门或者城管执法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正的，处以 100元以上 1000元

以下的罚款。 
实际产生量日均3桶以上 处7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行为2年内再犯的，每次罚款

基数递增300元，最高不超过1000

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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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设置的餐厨垃圾收集容器或者未

保持完好、未正常使用的餐厨垃圾收

集容器在3个以下 

处3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49 

未设置餐厨垃圾收集容器或

者未保持餐厨垃圾收集容器

完好、正常使用 

《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

法》第 22条第 1款第 2项：对

经营性活动中违反本办法第八

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未设

置餐厨垃圾收集容器或者未保

持收集容器完好、正常使用的，

由绿化市容部门或者城管执法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正的，处以 300元以上 2000元

以下的罚款。 

未设置的餐厨垃圾收集容器或者未

保持完好、未正常使用的餐厨垃圾收

集容器在3个以上 

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行为2年内再犯的，每次罚款

基数递增300元，最高不超过2000

元罚款。 

未申报餐厨垃圾收运、处置情况 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50 

未建立餐厨垃圾收运、处置

台帐或者未申报收运、处置

情况 

《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

法》第 22条第 1款第 3项：对

经营性活动中，违反本办法第

十二条、第十五条规定，未建

立收运、处置台帐或者未申报

收运、处置情况的，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100

元以上 1000元以下的罚款。 

未建立餐厨垃圾收运、处置台帐 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51 
未按规定缴纳餐厨垃圾处理

费 

《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

法》第 22条第 1款第 4项：对

经营性活动中违反本办法第十

七条第一款规定，未缴纳餐厨

垃圾处理费的，责令限期补缴；

逾期不补缴的可以按照每吨

（不满 1吨的，以 1吨计）500

元处以罚款，但最高不超过三

未缴纳餐厨垃圾处理费 
按照每吨（不满1吨的，以1吨计）500

元处以罚款，但最高不超过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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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1、餐厨垃圾5桶（240升/桶，相当于

0.1吨，下同）以下； 

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30天。 

处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1、餐厨垃圾5桶以上15桶以下； 

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超过30天不足

90天。 

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52 

擅自从事餐厨垃圾收运、处

置，将餐厨垃圾作为畜禽饲

料或者提供给规定以外的单

位、个人收运或者处置 

《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

法》第 22条第 1款第 5项：对

经营性活动中违反本办法第十

八条第（一）项、第（二）项、

第（三）项规定，擅自从事餐

厨垃圾收运、处置，将餐厨垃

圾作为畜禽饲料或者提供给本

办法第十条、第十三条规定以

外的单位、个人收运或者处置

的，责令限期改正，可处以

3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 

4、餐厨垃圾15桶以上； 

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超过90天。 
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行为2年内再犯的，每次罚款

基数递增3000元，但最高不超过3

万元。 

架设在次干路或者支路 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53 架设临时架空线未报备案 

《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第 41条第 2款：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处二百元

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架设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 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架设在次干路或者支路 处500元以上2500元以下的罚款 

54 

建设工程或者重大活动结束

后，未在规定期限内拆除临

时架空线 

《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第 41条第 3款：责令限期改正，

并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

下的罚款。 架设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 处2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未按要求整改的，浮动到较重一

个处罚幅度处罚，在最高处罚幅

度内的，按上限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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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次干路或者支路，未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 
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造成城市道路损

坏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未造成城市道

路损坏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55 
在城市道路范围内车辆载物

拖刮路面 

《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第 42条第 1款：责令限期改正，

并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

下的罚款。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 
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按要求整改的，浮动到较重一

个处罚幅度处罚，在最高处罚幅

度内的，按上限处罚。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未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 
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造成城市道路损

坏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未造成城市道

路损坏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56 
在城市道路范围内建设永久

性的建筑物或者构筑物 

《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第 42条第 1款：责令限期改正，

并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

下的罚款。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 
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按要求整改的，浮动到较重一

个处罚幅度处罚，在最高处罚幅

度内的，按上限处罚。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 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57 

在城市道路范围内沿路建筑

物底层向外开门、窗占用道

路  

《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第 42条第 1款：责令限期改正，

并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

下的罚款。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 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按要求整改的，浮动到较重一

个处罚幅度处罚，在最高处罚幅

度内的，按上限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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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次干路或者支路，未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 
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造成城市道路损

坏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未造成城市道

路损坏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58 

在城市道路范围内占用桥面、

隧道堆物、设摊；占用道路

堆放超过道路限载的重物 

《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第 42条第 1款：责令限期改正，

并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

下的罚款。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 
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按要求整改的，浮动到较重一

个处罚幅度处罚，在最高处罚幅

度内的，按上限处罚。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未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 
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造成城市道路损

坏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未造成城市道

路损坏的 
处5000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59 

在城市道路范围内直接在路

面拌和混凝土等有损道路的

各种作业 

《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第 42条第 1款：责令限期改正，

并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

下的罚款。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 
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按要求整改的，浮动到较重一

个处罚幅度处罚，在最高处罚幅

度内的，按上限处罚。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未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 
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造成城市道路损

坏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未造成城市道

路损坏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60 

在城市道路范围内利用桥梁、

隧道进行牵拉、吊装等施工

作业 

《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第 42条第 1款：责令限期改正，

并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

下的罚款。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 
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按要求整改的，浮动到较重一

个处罚幅度处罚，在最高处罚幅

度内的，按上限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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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动、毁损次干路或者支路上的城市

道路附属设施（窨井盖除外） 
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61 

在城市道路范围内挪动、毁

损窨井盖等城市道路附属设

施 

《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第 42条第 1款：责令限期改正，

并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

下的罚款。 

1、挪动、毁损窨井盖； 

2、挪动、毁损快速路或者主干路上

的城市道路附属设施。 

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按要求整改的，浮动到较重一

个处罚幅度处罚，在最高处罚幅

度内的，按上限处罚。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未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 
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未造成城市道

路损坏的 
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造成城市道路损

坏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或者修复费

3至4倍的罚款 62 
挖掘城市道路未按照技术规

范和规程施工 

《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第 43条第 1项：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未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

以下的罚款；造成城市道路损

坏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

下或者修复费三至五倍的罚款。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 

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或者修复费4

至5倍的罚款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未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 
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63 
擅自占用城市道路人行道设

置设施 

《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第 43条第 2项：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未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未造成城市道

路损坏的 
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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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次干路或者支路，造成城市道路损

坏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或者修复费

3至4倍的罚款 

以下的罚款；造成城市道路损

坏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

下或者修复费三至五倍的罚款。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 

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或者修复费4

至5倍的罚款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未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 
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未造成城市道

路损坏的 
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造成城市道路损

坏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或者修复费

3至4倍的罚款 

64 

 

未及时拆除、迁移设施或者

未及时恢复城市道路原状 

《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第 43条第 3项：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未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

以下的罚款；造成城市道路损

坏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

下或者修复费三至五倍的罚款。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 

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或者修复费4

至5倍的罚款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未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 
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未造成城市道

路损坏的 
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造成城市道路损

坏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或者修复费

3至4倍的罚款 

65 
新增、迁移客运车辆站点未

加固城市道路 

《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第 43条第 4项：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未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

以下的罚款；造成城市道路损

坏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

下或者修复费三至五倍的罚款。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 

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或者修复费4

至5倍的罚款 

 

66 
擅自依附桥梁、隧道架设管

线 

《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第 43条第 5项：责令限期改正；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未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 
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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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未造成城市道

路损坏的 
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造成城市道路损

坏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或者修复费

3至4倍的罚款 

逾期不改正，未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

以下的罚款；造成城市道路损

坏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

下或者修复费三至五倍的罚款。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 

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或者修复费4

至5倍的罚款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未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 
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未造成城市道

路损坏的 
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造成城市道路损

坏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或者修复费

3至4倍的罚款 

67 
擅自在桥梁、隧道安全保护

区域内作业 

《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第 43条第 6项：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未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

以下的罚款；造成城市道路损

坏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

下或者修复费三至五倍的罚款。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 

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或者修复费4

至5倍的罚款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未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 
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造成城市道路损

坏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68 擅自占用城市道路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 42

条：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

二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

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未造成城市道

路损坏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按要求整改的，浮动到较重一

个处罚幅度处罚，在最高处罚幅

度内的，按上限处罚；违法行为2

年内再犯的，每次罚款基数递增

2000元，但最高不超过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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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 
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挖掘面积在10平

方米以下 
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挖掘面积在10平

方米以上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挖掘面积在10

平方米以下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挖掘面积在10

平方米以上 
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

用五年后或者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

后三年内擅自挖掘，在次干路或者支

路 

处1万元的罚款 

69 擅自挖掘城市道路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 42

条：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

二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

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

用五年后或者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

后三年内擅自挖掘，在快速路或者主

干路 

处2万元的罚款 

未按要求整改的，浮动到较重一

个处罚幅度处罚，在最高处罚幅

度内的，按上限处罚。违法行为2

年内再犯的，每次罚款基数递增

5000元，但最高不超过2万元。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未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 
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造成城市道路损

坏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70 

履带车、铁轮车或者超重、

超高、超长车辆擅自在城市

道路上行驶；机动车在桥梁

或者非指定的城市道路上试

刹车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 42

条：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

二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

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未造成城市道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按要求整改的，浮动到较重一

个处罚幅度处罚，在最高处罚幅

度内的，按上限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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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损坏的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 
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未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 
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造成城市道路损

坏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未造成城市道

路损坏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71 

擅自在城市道路上建设建筑

物、构筑物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 42

条：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

二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

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 
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按要求整改的，浮动到较重一

个处罚幅度处罚，在最高处罚幅

度内的，按上限处罚。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未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 
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造成城市道路损

坏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未造成城市道

路损坏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72 

在桥梁上架设压力在 4 公斤

/平方厘米（0.4 兆帕）以上

的煤气管道、10 千伏以上的

高压电力线和其他易燃易爆

管线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 42

条：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

二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

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 
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按要求整改的，浮动到较重一

个处罚幅度处罚，在最高处罚幅

度内的，按上限处罚。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未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 
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73 

擅自在桥梁或者路灯设施上

设置广告牌或者其他挂浮物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 42

条：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

二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

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造成城市道路损

坏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按要求整改的，浮动到较重一

个处罚幅度处罚，在最高处罚幅

度内的，按上限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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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未造成城市道

路损坏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 
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未造成人身、财

产损害的  
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造成人身、财产

损害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未造成人身、

财产损害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74 

未对设在城市道路上的各种

管线的检查井、箱盖或者城

市道路附属设施的缺损及时

补缺或者修复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 42

条第 1 项：责令限期改正，可

以处以二万元以下的罚款；造

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造成人身、财

产损害的  
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按要求整改的，浮动到较重一

个处罚幅度处罚，在最高处罚幅

度内的，按上限处罚。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施工现场面积20

平方米以下 
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施工现场面积20

平方米以上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施工现场面积

20平方米以下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75 
未在城市道路施工现场设置

明显标志和安全防围设施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 42

条第 2 项：责令限期改正，可

以处以二万元以下的罚款；造

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施工现场面积

20平方米以上 
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按要求整改的，浮动到较重一

个处罚幅度处罚，在最高处罚幅

度内的，按上限处罚。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未清理的现场面

积20平方米以下 
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76 
占用城市道路期满或者挖掘

城市道路后不及时清理现场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 42

条第 3 项：责令限期改正，可

以处以二万元以下的罚款；造

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未清理的现场面

积20平方米以上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按要求整改的，浮动到较重一

个处罚幅度处罚，在最高处罚幅

度内的，按上限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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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未清理的现场

面积20平方米以下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任。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未清理的现场

面积20平方米以上 
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未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 
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造成城市道路损

坏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未造成城市道

路损坏的 
处 5000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77 

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

线、杆线等设施，不按照规

定办理批准手续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 42

条第 4 项：责令限期改正，可

以处以二万元以下的罚款；造

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 
处 1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按要求整改的，浮动到较重一

个处罚幅度处罚，在最高处罚幅

度内的，按上限处罚。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破路抢修面积20

平方米以下 
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破路抢修面积20

平方米以上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破路抢修面积

20平方米以下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78 

紧急抢修埋设在城市道路下

的管线，不按照规定补办批

准手续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 42

条第 5 项：责令限期改正，可

以处以二万元以下的罚款；造

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破路抢修面积

20平方米以上 
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未按要求整改的，浮动到较重一

个处罚幅度处罚，在最高处罚幅

度内的，按上限处罚。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未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 
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79 

未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

期限占有城市道路或者未提

前办理变更审批手续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 42

条第 6 项：责令限期改正，可

以处以二万元以下的罚款；造

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造成城市道路损

坏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按要求整改的，浮动到较重一

个处罚幅度处罚，在最高处罚幅

度内的，按上限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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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未造成城市道

路损坏的 
处 5000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任。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造成城市道路

损坏的 
处 1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 

在次干路或者支路 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80 

未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

期限挖掘城市道路或者未

提前办理变更审批手续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 42

条第 6 项：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处以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在快速路或者主干路 处 5000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按要求整改的，浮动到较重

一个处罚幅度处罚，在最高处

罚幅度内的，按上限处罚。 

 

在非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施

工 
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81 

未经批准或未按照批准的

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从事

施工作业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

55条：责令改正，处一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1、在医疗区、文教科研区和以机

关或者居民住宅为主的噪声敏感

建筑物集中区域施工；    

2、在中考、高考等敏感期间施工。 

处 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行为 2年内再犯的，每次

罚款基数递增 1万元，但最高

不超过 10万元。 

 

责令改正期限内恢复原有立体绿

化的 

按每平方米 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

下处以罚款 

82 
占用、拆除立体绿化或者

未恢复原有立体绿化 

《上海市绿化条例》第 44

条第 4款：违反本条例第 34

条规定，占用、拆除立体绿

化或者未恢复原有立体绿化

的，由市或者区、县绿化管

责令改正期限内拒不改正恢复原

有立体绿化的 

按每平方米 1000 元以上 2000 元

以下处以罚款 

其中，责令改正期限内拒不恢

复原有立体绿化的，按每平方

米 1000 元为基数，每超日递

增 10%，最高不超过 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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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按占

用或者拆除立体绿化面积每

平方米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

下处以罚款。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

成损失的 
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期限内

停止侵害，消除危

害或赔偿损失的 

处 100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 
责令改正期限内

拒不停止侵害，或

拒不赔偿损失的 

处 100元以上 200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期限内

停止侵害，消除危

害或赔偿损失的 

处 5000元以上 20000元以下罚款 

83 
对向公园水体内倾倒杂物、

垃圾的处罚 

《上海市公园管理条例》第

26条第 1款第 1项：向公园

水体排放不符合排放标准的

污水或者向公园水体内倾倒

杂物、垃圾的，责令其停止

侵害；造成损失的，应当赔

偿，并按《上海市市容环境

卫生管理条例》第 28 条第

2 款的规定，对个人处二百

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五千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 
责令改正期内拒

不停止侵害，或拒

不赔偿损失的 

处 20000 元以上 50000 元以下罚

款 

其中，对单位责令改正期限内

拒不停止侵害的，按 20000元

为基数，每超日递增 10%，最

高不超过 50000元。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

成损失的 
不予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期限内

停止侵害，赔偿损

失的 

处 100元以下罚款 
84 

对在公园内焚烧树枝树叶、

垃圾及其他杂物行为的处

罚 

《上海市公园管理条例》第

26条第 1款第 2项：向公园

排放烟尘、有毒有害气体或

者在公园内焚烧树枝树叶、

垃圾及其他杂物的，责令其

停止侵害；造成损失的，应

当赔偿，并按《上海市市容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 28

对个人 
责令改正期限内

拒不停止侵害，或

拒不赔偿损失的 

处 100元以上 200元以下罚款 

其中，对单位责令改正期内拒

不停止侵害的，按 500元为基

数，每超日递增 10%，最高不

超过 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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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令改正期限内

停止侵害，赔偿损

失的 

处 300元以上 500元以下罚款 

条第 2 款的规定，对个人处

二百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

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对单位 

责令改正期内拒

不停止侵害，或拒

不赔偿损失的 

处 500元以上 3000元以下罚款 

未造成损失的 责令限期改造或者拆除 

逾期不改造或者拆除，造成损失

5000元以下且积极赔偿的 
处 5000元以上 10000元以下罚款 

85 
对设置广告影响公园景观

的处罚 

《上海市公园管理条例》第

26条第 1款第 4项：设置广

告影响公园景观的，责令其

停止侵害；造成损失的，应

当赔偿，并按环境保护和环

境卫生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第 20条第 2款：违反

规定设置户外设施的，由城

管执法部门或者其他有关管

理部门责令限期改造或者拆

除；逾期不改造或者拆除的，

强制拆除，对户外广告设施

设置者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罚款。 

逾期不改造或者拆除，造成损失

5000元以上或拒不赔偿的 

处 10000 元以上 50000 元以下罚

款 

其中，逾期不改造或者拆除，

造成损失 5000 元以上或拒不

赔偿的，按 10000元为基数，

每超日递增 10%，最高不超过

50000元。 

86 

对擅自制定公园门票、展

览以及其他活动票价的处

罚 

《上海市公园管理条例》第

28条第 1款第 1项：责令其

停止活动，限期改正，没收

违法所得；造成公园用地损

失的，应当赔偿，并处以绿

  

1、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 

2、一般不涉及到罚款的行政

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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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建设费用四至五倍的罚款；

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数

额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的罚

款：（一）擅自制定公园门

票、展览以及其他活动票价

的。 

责令改正期限内停止活动且予以

改正，并恢复公园用地的 

处以绿地建设费用 4倍的罚款；对

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数额 1%至

3%的罚款 

87 
对擅自在公园内设置商业

服务设施的处罚 

《上海市公园管理条例》第

28条第 1款第 3项：责令其

停止活动，限期改正，没收

违法所得；造成公园用地损

失的，应当赔偿，并处以绿

地建设费用四至五倍的罚款；

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数额

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的罚款：

（三）擅自在公园内设置商

业服务设施。 

责令改正期限内拒不停止活动且

予以改正，或不恢复公园用地，或

拒不赔偿的 

处以绿地建设费用 5倍的罚款；对

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数额 3%至

5%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改正期限内停止活动且予以

改正，并恢复公园用地的 

处以绿地建设费用 4倍的罚款；对

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数额 1%至

3%的罚款 

88 
对擅自在公园内举办各种

展览以及其他活动的处罚 

《上海市公园管理条例》第

28条第 1款第 4项：责令其

停止活动，限期改正，没收

违法所得；造成公园用地损

失的，应当赔偿，并处以绿

地建设费用四至五倍的罚款；

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数额

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的罚款：

（四）擅自在公园内举办各

种展览以及其他活动的。 

责令改正期限内拒不停止活动且

予以改正的，或不恢复公园用地，

或拒不赔偿的 

处以绿地建设费用 5倍的罚款；对

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数额 3%至

5%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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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令改正期限内停止活动且予以

改正，并恢复公园用地的 

处以绿地建设费用 4倍的罚款；对

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数额 1%至

3%的罚款 

89 

对举办展览以及其他活动，

有损于公园绿化、环境质

量的处罚 

《上海市公园管理条例》第

28条第 1款第 5项：责令其

停止活动，限期改正，没收

违法所得；造成公园用地损

失的，应当赔偿，并处以绿

地建设费用四至五倍的罚款；

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数额

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的罚款：

（五）举办展览以及其他活

动，有损于公园绿化、环境

质量的。 

责令改正期限内拒不停止活动改

正的，或不恢复公园用地的 

处以绿地建设费用 5倍的罚款；对

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数额 3%至

5%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造成轻微损毁，无需修复的 责令改正 

造成一般损毁，可进行修复的 处赔偿费 1倍的罚款 90 
对损毁公园花草树木及设

施、设备的处罚 

《上海市公园管理条例》第

29条第 2款：责令其改正；

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并

可处赔偿费一至二倍的罚款。 
责令改正期限内拒不改正，或拒不

赔偿，或造成严重损害的 
处赔偿费 2倍的罚款 

 

携带但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赔偿费 1倍的罚款 

91 

对在公园内携带枪支弹药、

易燃易爆物品及其他危险

品的处罚 

同上 
使用并造成危害后果的 处赔偿费 2倍的罚款 

 

致动物轻微伤的 责令改正 

致动物轻伤的 处赔偿费 1倍的罚款 92 
对伤害公园动物行为的处

罚 
同上 

致动物重伤或死亡的 处赔偿费 2倍的罚款 

 

非经营的 处赔偿费 1倍的罚款 
93 

对在公园内设置经营或者

擅自营火、烧烤、宿营的

处罚 

同上 

经营的或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赔偿费 2倍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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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面积 300 平方米以下,或行道

树 50棵以下 

处 2000 元以上 8000 元以下的罚

款 

绿地面积 300 平方米以上 500 平

方米以下，或行道树 50 棵以上

100棵以下 

处8000元以上14000元以下的罚款 94 

对绿化养护单位未按照环

城绿带养护技术标准进行

养护的处罚 

《上海市环城绿带管理办法》

第 20条第 1项：按照《上海

市绿化条例》的有关规定予

以处罚。 

《上海市绿化条例》第 42

条：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上二万

元以下的罚款。 

绿地面积 500平方米以上，或行道

树 100棵以上 
处14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行为 2 年内再犯的，，每

次罚款基数递增二千元，但最

高不超过二万元。 

按要求整改 
按占用绿地面积每平方米 500 元

以上 1200元以下处以罚款 

95 

对擅自占用、借用或者移

作他用已建成环城绿带的

处罚 

《上海市环城绿带管理办法》

第 20条第 1项：按照《上海

市绿化条例》的有关规定予

以处罚。 

《上海市绿化条例》第 44

条第 2 款：责令限期改正；

按占用绿地面积每平方米五

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处以罚

款。 

未按要求整改 
按占用绿地面积每平方米 1200 元

以上 2000元以下处以罚款 

违法行为 2 年内再犯的，，每

平方米罚款基数递增五百元，

但最高不超过每平方米二千

元。 

迁移树木10棵以下 处绿化补偿标准3至4倍的罚款 

96 
对擅自更新、移植或者调

整环城绿带内树木的处罚 

《上海市环城绿带管理办法》

第 20条第 1项：按照《上海

市绿化条例》的有关规定予

以处罚。 

《上海市绿化条例》第 43

条第 1 款：责令改正，处绿

化补偿标准三至五倍的罚款。 

迁移树木10棵以上 处绿化补偿标准4至5倍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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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要求及时整改 处以 50元以上 500元以下的罚款 

97 
对损坏环城绿带内绿化或

者绿化设施的处罚 

《上海市环城绿带管理办法》

第 20条第 1款第 2项：责令

赔偿损失，并可处以五十元

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处以五百元以上

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有从重情形，拒不整改或未按要求

整改 

处以 5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

款 

 

造成的损失在 500元以内，且第一

次实施该类违法行为 

责令赔偿损失，并处 20 元以上

200元以下的罚款 
98 

对在环城绿带范围内捕捞、

狩猎以及其他破坏绿化和

绿化设施的处罚 

《上海市环城绿带管理办法》

第 20条第 1款第 3项：处以

2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的罚

款。 

造成的损失在 500元以上，或实施

过该类违法行为 

责令赔偿损失，并处 200 元以上

500元以下的罚款 

 

按要求整改的 
处绿化或绿化设施补偿标准 3 至

4倍的罚款 

99 
对损坏城市树木花草或者

损坏城市绿化设施的处罚 

《城市绿化条例》第 27 条

第 1款第 1、4项：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责令停止侵害，

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

应当负赔偿责任：（一）损

坏城市树木花草的；（四）

损坏城市绿化设施的。 

《上海市绿化条例》第 45

条：责令改正，并可处绿化

或绿化设施补偿标准三至五

倍的罚款。 

未按要求整改的 
责令停止侵害，并可处绿化或绿化

设施补偿标准 4至 5倍的罚款 

 

擅自修剪树木，未造成损害的 不予行政处罚 

100 
对擅自修剪或者对擅自砍

伐城市树木的处罚 

《城市绿化条例》第 27 条

第 1 款第 2 项：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责令停止侵害，可

擅自修剪树木，造成损害，按要求

整改的 

处绿化或绿化设施补偿标准 3 至

4倍的罚款 

 



- 36 - 

擅自修剪树木，造成损害，未按要

求整改的 

责令整改，并可处绿化或绿化设施

补偿标准 4至 5倍的罚款 

擅自砍伐树木 10棵以下的 
处绿化补偿标准 5 倍以上 7 倍以

下 

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

应当负赔偿责任：（二）擅

自修剪或者砍伐城市树木的。 

《上海市绿化条例》第 45

条：责令改正，并可处绿化

或绿化设施补偿标准三至五

倍的罚款。 

《上海市绿化条例》第 43

条第 2 款：处绿化补偿标准

五至十倍的罚款。 

擅自砍伐树木 10棵以上的 
处绿化补偿标准 7 倍以上 10 倍以

下 

砍伐一级保护古树名木的 
每株处 30000 元以上 300000 元以

下的罚款 

擅自迁移一级保护古树名木或者

树龄在一百年以上的古树名木的 

每株处 10000 元以上 100000 元以

下的罚款 
101 

对砍伐、擅自迁移古树名

木或者因养护不善致使古

树名木受到损伤或者死亡

的处罚 

《城市绿化条例》第 27 条

第 1 款第 3 项：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责令停止侵害，可

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

应当负赔偿责任：（三）砍

伐、擅自迁移古树名木或者

因养护不善致使古树名木受

到损伤或者死亡的。 

《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

续资源保护条例》第二十五

条第(七)项：砍伐一级保护

的古树、名木的，每株处三

砍伐二级保护古树名木的 
每株处 20000 元以上 200000 元以

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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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自迁移二级保护古树名木或者

树龄在一百年以下的古树名木的 

每株处 2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

的罚款 

因养护不善致使古树名木受到损

伤的 

责令整改，并处 3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砍伐二级保护的古树的，

每株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砍伐古树后续

资源的，每株处一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

续资源保护条例》第二十五

条第(四)项：移植一级保护

的古树或者树龄在一百年以

上的名木的，每株处一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未

经批准移植树龄在一百年以

下的名木或者二级保护的古

树的，每株处五千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未经批准

移植古树后续资源的，每株

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

罚款；未经批准进行移植并

造成树木死亡的，以砍伐论

处。 

《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

续资源保护条例》第二十五

条第(三)项：不按照养护技

术标准进行养护的，责令其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因养护不善致使古树名木死亡的 
每株处 5000 元以上 50000 元以下

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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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

罚款；造成树木死亡的，每

株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的罚款。 

按要求整改的 

责令停止侵害限期退还、恢复原状，

可按占用绿地面积每平方米 500

元以上 1200 元以下处以罚款。造

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102 
对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

的处罚 

《城市绿化条例》第 28条：

责令停止侵害限期退还，恢

复原状，可以并处罚款；造

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上海市绿化条例》第 44

条第 2 款：责令限期改正；

按占用绿地面积每平方米五

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处以罚

款。 

未按要求整改的 

责令停止侵害限期退还、恢复原状，

可按占用绿地面积每平方米 1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处以罚款。造

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按要求整改的 
造成绿地损失的，处绿化或绿化设

施补偿标准 3至 4倍的罚款 

103 

对擅自在城市公共绿地内

开设商业、服务摊点的处

罚 

《城市绿化条例》第 29 条

第 1 款：责令限期迁出或者

拆除，可以并处罚款；造成

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上海市绿化条例》第 45

条：责令改正，并可处绿化

或绿化设施补偿标准三至五

倍的罚款。 

未按要求整改的 

责令限期迁出或者拆除，造成绿地

损失的，处绿化或绿化设施补偿标

准 4至 5倍的罚款 

 

按要求整改的 警告 
104 

对商业、服务摊点不服从

城市公共绿地管理单位管

《城市绿化条例》第 29 条

第 2 款：警告，可以并处罚
未按要求整改的 取消其设点申请批准文件，并提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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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处罚 款；情节严重的，由城市人

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

门取消其设点申请批准文件，

并可以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吊销营业执照。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工业固体废弃物 10 平米以下或 5

吨以下，改正符合要求，对公共安

全、公共设施、公共秩序、自然资

源造成较轻影响的 

处 5000 元以上 15000 元以下的罚

款 

工业固体废弃物 10 平米以上 20 平

方米以下或 5吨以上 15吨以下；或

逾期整改或部分整改；或对公共安

全、公共设施、公共秩序自然资源

造成较重影响的 

处 15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的

罚款 
105 

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

遗撒工业固体废物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第 68 条

第 2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限期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 

工业固体废弃物 20 平米以上或

15 吨以上；或拒不改正；或对公

共安全、公共设施、公共秩序、自

然资源造成严重影响的 

处 30000 元以上 50000 元以下的

罚款 

违法行为 2 年内再犯的，，每

次罚款基数递增 5000 元，但

最高不超过 50000元 

危险废弃物 10 平米以下或 5 吨以

下，改正符合要求，对公共安全、

公共设施、公共秩序造成较轻影响

的 

处 10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的

罚款 

106 
对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

遗撒危险废物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第 75 条

第 2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 

危险废弃物 10 平米以上 20 平方

米以下或 5 吨以上 15 吨以下；或

逾期整改或部分整改；或对公共安

全、公共设施、公共秩序造成较重

处 30000 元以上 70000 元以下的

罚款 

违法行为 2 年内再犯的，，每

次罚款基数递增 10000元，但

最高不超过 1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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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 

危险废弃物 20 平米以上或 15 吨

以上；或拒不改正；或对公共安全、

公共设施、公共秩序造成严重影响

的 

处 70000 元以上 100000 元以下的

罚款 

按要求整改、未对环境造成影响 
可处 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

款 

逾期整改或部分改正，或对环境造

成影响 

处 1000 元以上 1500 元以下的罚

款 
107 

露天焚烧秸秆、枯枝落叶

等产生烟尘的物质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119

条第 1 款：违反本法规定，

在人口集中地区对树木、花

草喷洒剧毒、高毒农药，或

者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

生烟尘污染的物质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

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

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

下的罚款。 

拒不整改，或对环境影响重大的 
处 15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罚

款 

上海市行政区域全覆盖 

改正基本符合要求，对环境影响轻

微的 

个人罚款 500元以上 1000元以下；

单位罚款 10000 元以上 30000 元

以下 

逾期整改或部分改正，或对环境影

响较大的 

个人罚款 1000 元以上 1500 元以

下；单位罚款 30000元以上 60000

元以下 

108 

 

露天焚烧沥青、油毡、橡

胶、塑料、垃圾、皮革等

产生有毒有害、恶臭或强

烈异味气体的物质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119

条第 2 款：违反本法规定，

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依法

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焚

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

皮革、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

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

质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确定 拒不整改，或对环境影响重大的 
个人罚款 1500 元以上 2000 元以

下 ， 单 位 罚 款 60000 元 以 上

1、上海市行政区域全覆盖； 

2、对个人适用《大气污染防

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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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五百

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100000元以下 

改正基本符合要求，对环境影响轻

微的 
罚款 10000元以上 30000元以下 

逾期整改或部分改正，或对环境影

响较大的 

罚款 30000元以上 60000元以下 

 

对环境影响重大的 罚款 60000元以上 100000元以下 

109 
露天仓库产生扬尘，污染

环境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117

条第 1项、第 2项： 违反本

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

护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

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

责令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

（一）未密闭煤炭、煤矸石、

煤渣、煤灰、水泥、石灰、

石膏、砂土等易产生扬尘的

物料的； 

（二）对不能密闭的易产生

扬尘的物料，未设置不低于

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或

者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

扬尘污染的。 

拒不改正的 
责令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罚款

60000元以上 100000元以下 

违法行为 2年内再犯的，每次

罚款基数递增 10000元，但最

高不超过 100000元。 

110 
单位未按照规定对裸露土

地进行绿化或者铺装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第 97 条第 6 款:违反本条例

第 59条第 1项的规定，单位

违法行为持续 1个月以下，且裸露

面积在 300平米以下的 
罚款 1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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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行为持续 1 个月以上 3 个月

以下，或裸露面积在 300平米以上

500平米以下的 

罚款 5000元以上 10000元以下 

未按照规定进行绿化或者铺

装的，由环保部门责令改正，

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

款；违反本条例第 59条第 2

项规定，建设单位未按照规

定进行绿化或者铺装的，由

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

款。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第 97 条第 7 款:有本条第 1

款至第 6 款规定的情形，致

使大气环境受到污染，情节

严重的，由有关行政管理部

门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罚款。 

违法行为持续 3个月以上，或裸露

面积在 500平米以上的 
罚款 10000元以上 50000元以下 

持续时间 1个月以下，且对环境的

影响轻微的 
罚款 5000元以上 15000元以下 

违法行为持续 1 个月以上 3 个月

以下，或对环境影响较大的 
罚款 15000元以上 30000元以下 111 

作业单位和个人在道路或

者公共场所无组织排放粉

尘或者废气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第 99 条：违反本条例第 62

条规定，作业单位和个人无

组织排放粉尘或者废气的，

由市或者区、县环保部门责

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

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行为持续 3个月以上，或对环

境影响重大的 
罚款 30000元以上 50000元以下 

违法行为 2 年内再犯的，，每

次罚款基数递增 5000 元，但

最高不超过 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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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基本符合要求，且对环境影响

轻微的 
处 5000元以上 15000元以下 

逾期整改或部分改正，或对环境影

响较大的 
处 15000元以上 30000元以下 

112 
经营性炉灶排放明显可见

黑烟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第 84 条：违反本条例第 36

条第 2 款规定，锅炉、窑炉

以及单位使用的或者经营性

的炉灶等设施排放明显可见

黑烟的，由市或者区、县环

保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五

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拒不整改，或对环境影响重大的 
处 30000 元以上 50000 元以下罚

款 

违法行为 2 年内再犯的，，每

次罚款基数递增 5000 元，但

最高不超过 50000元。 

加工时间在 6:00-18:00的 处 10000元以上 15000元以下 

加工时间在 18:00-22:00的      处 15000元以上 30000元以下 

113 

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

域内从事金属切割、石材

和木材加工等易产生噪声

污染的商业经营活动 

《上海市社会生活噪声污染

防治办法》第 18条第 1项：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环保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按照下列规定进行处

罚：（一）违反本办法第 5

条第 1 款规定，在噪声敏感

建筑物集中区域内从事金属

切割、石材和木材加工等商

业经营活动的，处以一万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加工时间在 22:00-6:00，或在中

考、高考等敏感期间的 

处 30000 元以上 50000 元以下罚

款 

违法行为 2 年内再犯的，，每

次罚款基数递增 5000 元，但

最高不超过 50000元。 

污染较轻的 处 200元以上 3000元以下罚款 

污染严重，未产生危害后果的 处 3000元以上 30000元以下罚款 
114 

饮食服务经营者未按规定

安装油烟净化和异味处理

设施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第 98条第 2项：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环保部门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污染较轻的可

以处二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

罚款；污染严重的可以处三

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污染严重，产生危害后果的 
处 30000 元以上 50000 元以下罚

款 

因污染较轻受过一次处罚后

发生第二次及以上同类型违

法行为的，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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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违反本条例第 61 条

第 1 款、第 2 款规定，饮食

服务业的经营者未按照规定

安装油烟净化和异味处理设

施或在线监控设施、未保持

设施正常运行或者未定期对

油烟净化或异味处理设施进

行清洗维护并保存记录的。 

逾期不改正，空调数量 1-3台的 处 5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罚款 

115 
对不按规定排放空调冷凝

水的处罚 

《上海市空调设备安装使用

管理规定》第 22 条第 1 款

第 1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

下罚款：（一）空调冷凝水

的排放不符合规定的。 

逾期不改正，空调数量 3台以上的 处 2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罚款 

 

逾期不改正，空调数量 1-3台的 处 5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罚款 

116 
对违反安装高度规定安装

空调设备的处罚 

《上海市空调设备安装使用

管理规定》第 22 条第 1 款

第 2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

下罚款：（二）违反安装高

度规定安装空调设备的。 

逾期不改正，空调数量 3台以上的 处 2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罚款 

 

逾期不改正，空调数量 1-3台的 处 5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罚款 
117 

对违反相对安装距离规定

且未征得相对方同意而安

装空调设备的处罚 

《上海市空调设备安装使用

管理规定》第 22 条第 1 款

第 3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逾期不改正，空调数量 3台以上的 处 2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罚款 

未按要求整改的，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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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

下罚款：（三）违反相对方

安装距离规定且未征得相对

方同意而安装空调设备的。 

拒不改正，情节较轻的 处 1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罚款 

拒不改正，情节较重的 处 5000元以上 10000元以下罚款 
118 

对堆场作业产生扬尘，污

染环境的处罚 

《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

办法》第 23条：责令限期改

正，拒不改正的，处以一千

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造成严重扬尘污染的，处

以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

罚款。 

造成严重扬尘污染的 处 10000元以上 20000元以下罚款 

 

损坏无障碍设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500 元以上

2000元以下罚款 

占用或改变无障碍设施的用途的

1个月以下 

责令限期改正，处 1000 元以上

2000元以下罚款 

占用或改变无障碍设施的用途的

1个月以上 3个月以下 

责令限期改正，处 2000 元以上

3000元以下罚款 

119 

对损坏、擅自占用无障碍

设施或者改变无障碍设施

用途的处罚 

《上海市无障碍设施建设和

使用管理办法 

》第 17条第 1款：责令限期

改正，并可以处五百元以上

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占用或改变无障碍设施的用途的

3个月以上 

责令限期改正，处 3000 元以上

5000元以下罚款 

在限期内未按要求整改的，从

重处罚 

120 燃气管道设施保护范围内 《上海市燃气管理条例》第 实施危害燃气设备安全行为情节 处 5000元以上 30000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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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轻的 

实施危害燃气设备安全行为情节

较重的 

处 30000 元以上 50000 元以下罚

款 

情节严重尚未造成损害的 
处 50000 元以上 80000 元以下罚

款 

建造建（构）筑物 50 条第 10 项：违反本条例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燃

气管理处、区县燃气管理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并按照下

列规定予以处罚：(十)违反

本条例第 40条、第 41条第

1 款规定，实施危害燃气设

施安全行为的，可以处五千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五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已造成一定损害或引起

社会严重不安的 

处 80000 元以上 100000 元以下罚

款 

注： 

1、裁量基准中，所称“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所称“至”，下限数包括本数，上限数不包括本数，若是最高一档处罚则包括上限数。 

2、当事人同时具有基准表规定的两种以上违法情形的，对违法情形属于不同阶次的，取较重阶次的处罚幅度进行综合裁量；对违法情形属于同一阶次的，在该阶次的处罚幅度内

进行综合裁量。 

3、本表所列的违法行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建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指导意见》所列应当“减轻、从轻、从重”情形的，裁量时

应当予以减轻、从轻、从重。本表对违法行为从轻、从重情节已有具体规定的，从其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