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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信阳市城市管理领域市场主体轻微违法行为免予处罚清单 

序号 处罚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免于处罚情形 

1 

从事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

企业清扫、收运城市生活垃圾后，对生活

垃圾收集设施及时保洁、复位，清理作业

场地，未保持生活垃圾收集设施和周边环

境的干净整洁的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 从事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

收集、运输的企业不履行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义务的,由直辖市、市、县人

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 5000 元以上 3万

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

收集、运输的企业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三)清扫、收运城市生活垃圾后,对生活垃圾收集设施及时保洁、复位,

清理作业场地,保持生活垃圾收集设施和周边环境的干净整洁。 

1、首次被发现此类违法行为； 

2、在规定期限内及时改正，未造成损失和其他

危害后果。 

2 

从事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

企业用于收集、运输城市生活垃圾的车

辆、船舶未做到密闭、完好和整洁的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 从事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

收集、运输的企业不履行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义务的,由直辖市、市、县人

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 5000 元以上 3万

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

收集、运输的企业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四)用于收集、运输城市生活垃圾的车辆、船舶应当做到密闭、完好

和整洁。 

1、首次被发现此类违法行为； 

2、在规定期限内及时改正，未造成损失和其他

危害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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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处罚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免于处罚情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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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或者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可以处以 2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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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首次被发现此类违法行为； 

2、在规定期限内及时改正，未造成损失和其他

危害后果。 

4 

在树木上架设电线，在绿地内停放车辆、

放牧或乱扔废弃物，在绿地和道路两侧绿

篱内挖坑取土的 

    《河南省城市绿化实施办法》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的，由城市绿

化行政主管部门，依据下列规定处理： 

    （三）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责令恢复绿地原状，并处 10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罚款。 

    《河南省城市绿化实施办法》第十七条 禁止下列损害城市绿化及其

设施的行为： 

    （四）在树木上架设电线，在绿地内停放车辆、放牧或乱扔废弃物，

在绿地和道路两侧绿篱内挖坑取土的。 

1、首次被发现此类违法行为； 

2、在规定期限内及时改正，未造成损失和其他

危害后果。 

5 
单位或者个人擅自在城市桥梁上架设各

类管线、设置广告等辅助物的 

    《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18 号）第二十六条  单位或者个人擅自在城市桥梁上架设各类管线、设

置广告等辅助物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并可处 2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首次被发现此类违法行为； 

2、在规定期限内及时改正，未造成损失和其他

危害后果。 

6 
市政设施的施工、养护、维修现场未设置

明显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的 

   《河南省市政设施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72号）第二十五

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政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

期改正,可并处 500元以上 1000元以下罚款;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

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一)市政设施的施工、养护、维修现场未设

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的; 

1、首次被发现此类违法行为； 

2、在规定期限内及时改正，未造成损失和其他

危害后果。 



  - 5 - 

序号 处罚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免于处罚情形 

7 当街排放生活污水的 

  《河南省市政设施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72 号）第二十五

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政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

改正,可并处 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四)有本办法第十九条所列行为之一的；第十九

条  在市政设施管理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五)当街排放生活污水的； 

1、首次被发现此类违法行为； 

2、在规定期限内及时改正，未造成损失和其他

危害后果。 

8 

排水户名称、法定代表人等其他事项变

更,未按本办法规定及时向城镇排水主管

部门申请办理变更的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 排水户名称、

法定代表人等其他事项变更,未按本办法规定及时向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申

请办理变更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 3万元以下罚款。 

1、首次被发现此类违法行为； 

2、在规定期限内及时改正，未造成损失和其他

危害后果。 

9 

在主要街道和重点区域的建筑物外立面

装饰装修或者顶部搭建雨棚、遮阳蓬帐、

突出门廊，安装太阳能板、空调外机、防

盗网等设施设备，建筑物的所有权人、使

用权人未统一规范设置，不符合城市容貌

标准；在主要街道和重点区域建筑物、构

筑物的外立面、屋顶、阳台外、窗外、平

台、外走廊，堆放、悬挂有碍市容的物品

的 

    《信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

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令有关单位和个人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

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责令有关单位和个人限期改正；逾期

未改正的，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1、首次被发现此类违法行为； 

2、在规定期限内及时改正，未造成损失和其他

危害后果。 



 - 6 - 

序号 处罚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免于处罚情形 

10 

擅自占用城市道路、广场等其他公共场所

从事商业活动以及超出店铺门窗店外经

营的 

    《信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

九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以下规定处罚：（一）违反本条第一

款规定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理、拆除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1、首次被发现此类违法行为； 

2、在规定期限内及时改正，未造成损失和其他

危害后果。 

11 
占用城市道路、公共场所从事洗车、喷漆、

维修、收购废品等活动的 

    《信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条  （二）违反本条

第二款规定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清除污物、污渍或者采取其他补救

措施，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1、首次被发现此类违法行为； 

2、在规定期限内及时改正，未造成损失和其他

危害后果。 

12 
擅自在城市道路两侧和公共场地摆放物

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 

    《信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条  （三）违反本条

第三款规定，在城市道路两侧和公共场地摆放物料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清理、拆除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以并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

以下罚款；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

限期清理、拆除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

罚款。 

1、首次被发现此类违法行为； 

2、在规定期限内及时改正，未造成损失和其他

危害后果。 

13 

擅自在人行道和公共场地上设置地锁、限

行桩、停车位；或者在道路红线内设置门

店踏步、化粪池等设施，或在道路路缘设

置接坡等构筑物的 

    《信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

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一千元以

上一万元以下罚款；违反本条第四项占用城市公共绿地种植瓜果蔬菜的，

按照占用面积每平方米处二百元罚款，但罚款最高不超过二千元。 

1、首次被发现此类违法行为； 

2、在规定期限内及时改正，未造成损失和其他

危害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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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处罚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免于处罚情形 

14 
侵占、损坏和擅自拆除、封闭环境卫生设

施，擅自改变环境卫生设施的用途的 

    《信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

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其恢复原状，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

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理、

拆除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处原设施造价三倍以下的罚款。 

1、首次被发现此类违法行为； 

2、在规定期限内及时改正，未造成损失和其他

危害后果。 

15 

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纸屑、烟头

等废弃物；乱丢废电池、荧光灯管、显示

屏等有毒有害物品的 

    《信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

二十八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清除污物、污

渍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可以按照以下规定处以罚款：（一）违反本

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1、首次被发现此类违法行为； 

2、在规定期限内及时改正，未造成损失和其他

危害后果。 

16 随意倾倒污水、污油的 

    《信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

二十八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清除污物、污

渍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可以按照以下规定处以罚款：（二）违反本

条第三项规定的，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1、首次被发现此类违法行为； 

2、在规定期限内及时改正，未造成损失和其他

危害后果。 

17 
向广场、花坛、绿化带、内河等扫入或者

倾倒垃圾的 

    《信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

二十八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清除污物、污

渍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可以按照以下规定处以罚款：（三）违反本

条第四项规定的，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1、首次被发现此类违法行为； 

2、在规定期限内及时改正，未造成损失和其他

危害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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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处罚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免于处罚情形 

18 

临时摊点的经营者未在市容环境卫生行

政主管部门指定区域和规定时间段内从

事经营的，未保持场所和周围环境卫生整

洁，污染、损毁路面和公共设施；从事早

间、夜间小商品和餐饮服务的经营者，未

在市、县（区）人民政府划定的位置摆摊

经营；经营者未在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

部门规定的时段内文明经营，在场地遗留

有杂物；经营者影响交通、消防安全和他

人的正常生活的 

    《信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

二十九条、第三十条规定的，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清除污物、污渍或者

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可以给予临时摊点的经营者警告，二十元以上五十

元以下罚款；对早间、夜间小商品和餐饮服务的经营者可以处五百元以上

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举行文化商贸会展等活动的经营者或者举办者处二

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1、首次被发现此类违法行为； 

2、在规定期限内及时改正，未造成损失和其他

危害后果。 

19 

擅自在城市建成区内饲养家禽、家畜；对

宠物在道路和其他公共场所产生的粪便，

饲养人未立即清除的 

    《信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

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在城市建成区内饲养家禽家畜的，给予警告，责令限

期处理；逾期不处理的，予以没收，可以并处禽类每只十元以上五十元以

下罚款；处畜类每头五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款。 

对宠物在道路和其他公共场所产生的粪便，饲养人未立即清除的，责令清

除；拒不清除的，处一百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1、首次被发现此类违法行为； 

2、在规定期限内及时改正，未造成损失和其他

危害后果。 

20 
携犬出户未采取束犬链（绳）等安全措施

的 

    《信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

项规定，携犬出户未采取束犬链（绳）等安全措施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

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恶劣或者造成

严重后果的，没收犬只。犬只伤害他人的，养犬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1、首次被发现此类违法行为； 

2、在规定期限内及时改正，未造成损失和其他

危害后果。 

说明：在使用本清单时， “免于处罚情形”内的条件需全部满足， 才能对对应的处罚事项免于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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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承诺书（参考样式） 

编号： 

              ： 

你单位执法人员      、      在     年   月   日

的监督检查中发现我（单位：                       ）

存在                         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已向

我（单位）进行了相关告知和批评教育，并要求我（单位）

予以改正。我（单位）对以上情况确认无误，并自愿承诺： 

□1、立即予以改正; 

□2、在     年   月   日前改正，并将整改情况说明

及相关证明材料送达你单位。 

若我(单位)未履行上述承诺,愿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承诺人签名或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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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附：当事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 

注：本承诺书一式两份，执法部门和当事人各一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