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城市管理局文件
昆城管通〔2021〕68 号

昆明市城市管理局关于印发
容错纠错柔性执法“五张清单”的通知
各县（市）区、开发（度假）区城市管理主管部门，局属各单位、
机关各处室：
为贯彻落实省、市关于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部署要求，推进
包容、审慎精准监管，开展柔性执法，全面提升营商环境，昆明
市城市管理局结合权责清单和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基准为依据，
编制了容错纠错柔性执法“五张清单”
，现将《免于行政处罚事项
清单》
、
《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
《从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
《从
重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免于行政强制事项清单》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五张清单”的处罚依据，在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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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规定作出修改或调整时，以修改或调整后的法律、法规、规
章和上级机关规定为准。
“五张清单”在全市范围内统一适用，自
印发之日起执行。

2021 年 12 月 3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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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于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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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其中情形之一的：
（一）属于尚可

1

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具备从轻或者减轻情
形，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自行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二）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
具备从轻或者减轻情形，违法行为轻微，按期拆除的。
有下列显著轻微违法行为，及时自愿补植花草和恢复绿化

2

的：
（一）侵占城市公园、公共绿地或者改变其使用性质不
满 5 平方米；
（二）毁损花草和绿化设施不满 5 平方米。

实施主体

不予罚款

城市管理部门

责令改正，不予处罚。

城市管理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第六十四条、
《云南省城乡
规划条例》第四十五条，
《昆明
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八条、
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
《云南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
第五十九条，
《云南省城市建设
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
《昆明
市城镇绿化条例》第四十四条

未对超过三个月不能开工的建设用地的裸露地面进行绿

3

适用情形

昆明市城镇绿化条例》第四十

化、铺装或者遮盖的，由县（市、区）绿化行政管理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后，按期改正的。

4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不移交有关资料，及时按期改正。未

5

擅自预售商品房，未实际销售收取预付款，并积极改正的。

造成不良影响的。

责令限期改正，进行口头

二条，
《昆明市城镇绿化条例》 教育和指导，暂不予罚款

城市管理部门

第二十七条第二款

处罚。

《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

不予处罚。

城市管理部门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城市管理部门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
例》第三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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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擅自预售商品房，未实际销售收取预付款，并积极改正的。

《昆明市城市房地产交易管理

售商品房，未实施行为，无违法所得的。

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一款
《昆明市城市房地产交易管理

未按期办理房地产租赁合同登记备案，及时改正的。

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五项

资质证书、执业资格证书、岗位合格证书，擅自从事房地
产中介服务业务，未实际进行并及时改正，没有违法所得
的；
（二）违反《昆明市城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十
三条规定，未侵害他人利益并及时改正，没有违法所得的。

10

例》第三十六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非法或者变相预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
（一）未取得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

9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城市管理部门

责令停止预售活动。

城市管理部门

责令限期补办，不予处罚。 城市管理部门

《昆明市城市房地产交易管理
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昆
明市城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条

责令限期改正。

城市管理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

城市管理部门

例》第四十三条

擅自改动燃气设施，经主管部门发现后立即主动停止行为， 《云南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
没有造成影响的。

第五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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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而不招标的，将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

1

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的，签订合同金额不满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
第四十九条

200 万元的，可以采取改正措施的。

2

准备擅自实施改变物业管理用房的用途，经提醒及时改正，

3

装修人未申报登记擅自进行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未实际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

进行并及时改正的。

法》第三十五条

4

装修人违反规定将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委托给不具有相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

应资质等级企业，未签定合同及实际施工，及时改正的。

法》第三十六条

没有收益的。

房地产开发企业未按规定将测绘成果或者需要由其提供的

5

办理房屋权属登记的资料报送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的，商品

《物业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
十一条

房还未开始销售，情节轻微及时改正的。

6

未按照规定的现售条件现售商品房，现售商品房面积不满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

300 平方米。

十二条第一项

未按照规定将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及符合商品房现售条件

7

的有关证明文件报送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备案，商品房还未
开始销售，情节轻微，经提醒及时改正报送的。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
十二条第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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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情形

实施主体

责令限期改正

城市管理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城市管理部门

责令改正。

城市管理部门

责令改正。

城市管理部门

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城市管理部门

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城市管理部门

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城市管理部门

8

返本销售或者变相返本销售商品房，销售商品房面积不满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

300 平米，情节显著轻微及时改正的。

十二条第三项

采取售后包租或者变相售后包租方式销售未竣工商品房的，

9

销售商品房面积不满 300 平米，情节显著轻微并及时改正
的。

10
11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
十二条第四项

分割拆零销售商品住宅，销售商品房面积不满 300 平米，情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
节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十二条

不符合商品房销售条件，向买受人收取预订款性质费用，未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
实际向买受人收取收取预订款性质费用并及时改正的。

十二条第六项

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城市管理部门

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城市管理部门

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城市管理部门

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城市管理部门

未按照规定向买受人明示《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商品

12

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商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
品房开发项目投资额不满 2 千万元的，情节轻微，未造成损

十二条第七项

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城市管理部门

失的。

13

委托没有资格的机构代理销售商品房的，商品房开发项目投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

14

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代理销售不符合销售条件的商品房的，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

资额不满 1 千万元，情节轻微，未造成损失等严重后果的。

十二条第八项

销售商品房面积不满 500 平米的。

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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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城市管理部门

处以警告，责令停止销售。 城市管理部门

从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1

2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而不招标的，将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
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的，签订合同金额
第四十九条
200 万元以上不满 400 万元的，
尚未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
法》第五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
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
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未中标项目金额不满 500
六十八条第一款，
《建筑工程设
万元的。
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三十
三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五十七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第七十三条，
《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3

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
施工，完成工程建设进度不满 5%。

4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
（一）未组织竣工验收，擅自交付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使用的，限期改正后，验收合格的；
（二）验收不合格，擅 五十八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自交付使用的，限期改正后，验收合格的。
条例》第七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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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情形

实施主体

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项
目合同金额千分之五的
罚款。

城市管理部门

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
五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
数额百分之五的罚款。

城市管理部门

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
正，对建设单位处工程合
同价款百分之一的罚款。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
城市管理部门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
之五的罚款。对施工单位
处 5000 元的罚款。
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
款百分之二的罚款。对单
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城市管理部门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
至百分之六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资质等级证书或者超越资质等级
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工程造价不满 1000 万元的。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
例》第三十四条

责令限期改正，处 5 万元
罚款。

城市管理部门

6

建筑施工现场首次出现违反《云南省建筑施工现场管理规
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任一不文明施工行为。

《云南省建筑施工现场管理规
定》第二十一条，
《云南省建筑
责令改正，可以处 500 元
施工现场管理规定》第十三条，
罚款。
《云南省建筑施工现场管理规
定》第十四条

城市管理部门

7

《云南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
有下列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
（一）侵占城市公园、公共绿
第五十九条，
《云南省城市建设
地或者改变其使用性质 5 平方米以上不满 10 平方米；
（二）
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
《昆明
毁损花草和绿化设施 5 以上不满 10 平方米。
市城镇绿化条例》第四十四条

8

未对超过三个月不能开工的建设用地的裸露地面进行绿
化、铺装或者遮盖的，由县（市、区）绿化行政管理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后，逾期不改的，按裸露面积进行罚款，裸
露面积不满 1000 平方米的。

9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
（一）损坏花坛、草坪或者行驶、 《昆明市城镇绿化条例》第四
停放车辆，燃放烟花爆竹等损坏面积不满 5 平方米的；
（二） 十六条第一款，
《昆明市城镇绿
损坏绿篱、栏杆长度不满 3 米；
（三）钉栓刻划树木、攀折 化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项、
花木棵数不满 3 棵。
第二项

由县（市、区）绿化行政
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可以并处 200 元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10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
（一）在绿地内擅自设置广告牌、
营业摊点、堆放物料；开垦种植、饲养家畜家禽；偷盗、
《昆明市城镇绿化条例》第四
损坏雕塑、建筑小品等园林设施的，超出规定整改修复时
十六条第二款，
《昆明市城镇绿
限 5 天以内未恢复原状的；
（二）在绿地内倾倒垃圾污染物、
化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三项至
污水、化学物品及残渣；取土、挖沙、采石对绿地造成损
第七项
坏，超出规定整改修复时限，造成绿地损坏面积达 1 平方
米以上不满 5 平方米。

由县（市、区）绿化行政
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的，处以 500 元 城市管理部门
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5

责令改正，可以并处 100
元以上不满 200 元的罚
款。

城市管理部门

由县（市、区）绿化行政
昆明市城镇绿化条例》第四十
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二条，
《昆明市城镇绿化条例》
城市管理部门
逾期不改的，处以 1 万元
第二十七条第二款
以上不满 3 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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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部门
城市管理部门

11

有下列显著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
（一）单位或者个人在城
市绿地范围内进行拦河截溪、取土采石、设置垃圾堆场、
责令改正，并处 1 万元以
排放污水以及其他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活动，经责令 《城市绿线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城市管理部门
上不满 1.2 万元的罚款。
整改后，能够主动配合，立即改正违法行为的，损坏程度
较轻的；
（二）其他显著轻微的违法情形。

12

《昆明市城镇古树名木和古树
有下列显著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
（一）养护责任人未按照
后续资源保护办法》第二十六
养护技术标准进行养护的，责令改正后，能够主动配合，
条，
《昆明市城镇古树名木和古
立即改正违法行为的，损坏程度较轻的；
（二）古树名木和
树后续资源保护办法》第十三
古树后续资源发生病虫害，或者遭受人为及自然损伤，出
条第二款，
《昆明市城镇古树名
现了明显的生长衰弱、濒危症状的、死亡的，养护责任人
木和古树后续资源保护办法》
未及时报告县（市）区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经责令改
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昆明市城
正后，能够主动配合，立即改正违法行为的，损坏程度较
镇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保
轻的； （三）其他显著轻微的违法情形。
护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责令改正，并对个人处以
50 元罚款，对单位处以
500 元的罚款。

城市管理部门

13

《昆明市城镇古树名木和古树
有下列显著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
（一）单位或者个人进行
后续资源保护办法》第二十七
损害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的违法行为，经责令改正后，
条，
《昆明市城镇古树名木和古
能够主动配合，立即停止损害行为，且损坏程度较轻的；
树后续资源保护办法》第十七
（二）其他显著轻微的违法情形。
条第一款

责令改正，并处以 20 元
的罚款。

城市管理部门

14

有下列显著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
（一）单位或者个人擅自
《昆明市城镇古树名木和古树
移动和破坏古树名木的支撑、围栏、避雷针、保护牌或者
后续资源保护办法》第二十八
排水沟等相关附属保护设施的，经责令改正后，能够主动
条，
《昆明市城镇古树名木和古
配合，立即改正违法行为，损坏程度较轻的；
（二）单位或
树后续资源保护办法》第十七
者个人在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保护范围内，从事危害
条第二款，
《昆明市城镇古树名
树木正常生长的违法行为的，经责令改正后，能够主动配
木和古树后续资源保护办法》
合，立即改正违法行为，损坏程度较轻的；
（三）其他显著
第十八条
轻微的违法情形。

责令改正，并处以 50 元
罚款。

城市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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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昆明市城镇古树名木和古树
有下列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
（一）单位或者个人经批准移 后续资源保护办法》第二十九
植的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移植人采取有效措施后， 条，
《昆明市城镇古树名木和古
但造成死亡的；
（二）其他显著轻微的违法情形。
树后续资源保护办法》第二十
一条第二款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
（一）住宅物业的建设单位未通过
招投标的方式选聘物业管理企业，及时改正，未给业主造
成损失的；
（二）未经批准，擅自采用协议方式选聘物业管
理企业的，及时改正，未给业主造成损失的。
有下列显著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 建设单位擅自处分属
于业主的物业共用部位面积不满 10 平方米或者共用设施
设备价值不满 5 万元的。

《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

《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

18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不移交有关资料，责令改正后，逾期
不满 15 日仍不移交有关资料的。

《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

19

物业服务企业将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部物业管理一并
委托给他人，委托合同价款每年不满 30 万元的。

《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

20

挪用专项维修资金数额不满 1 万元的。

《物业管理条例》第六十条

21

实际配置的物业管理用房建筑面积小于规定配置的物业管
理用房不满 5 平方米的。

《物业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

22

擅自改变物业管理用房的用途，持续时间不满 1 个月的。

《物业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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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古树名木死亡的，由
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处
以每株 20 万元的罚款；造
城市管理部门
成古树后续资源死亡的，
由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
处以每株 500 元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
告，可以并处不满 1 万元
罚款。
处 5 万元以上不满 7 万元
罚款，给业主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
移交有关资料的，对建设
单位、物业服务企业予以
通报，处 1 万元以上不满
2 万元的罚款处罚。
责令限期改正，处委托合
同价款 30％处罚。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可以并处挪用数额
0.5 倍处罚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没收非法所得，并处 10 万
元以上不满 16 万元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
告，并处 1 万元以上不满
2 万元罚款。

城市管理部门

城市管理部门

城市管理部门

城市管理部门

城市管理部门

城市管理部门

城市管理部门

23

有下列显著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一）擅自改变物业管
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占地面积不满 30 平方米的公共
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的；（二）擅自占用、挖掘物业管理
区域内道路、场地占地面积不满 30 平方米的；（三）擅自
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经营持续时
间在不满 1 个月的。

《物业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
告，处以个人 1000 元，
单位 5 万元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
违法所得，可以并处已收
取的预付款不满 0.2％的
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
违法所得，可以并处已收
取的预付款不满 0.2％的
罚款。

城市管理部门

24

擅自预售商品房，收取预付款不满 10 万元的。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
例》第三十六条

25

擅自预售商品房，收取预付款不满 10 万元的。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
例》第三十六条

26

房地产开发企业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非法或者变相预
售商品房，无违法所得，查处后积极配合，自行改正的。

《昆明市城市房地产交易管理
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一款

责令停止预售活动，没收
违法所得，可以并处已收
取的预付款 0.2%罚款。

城市管理部门

《昆明市城市房地产交易管理
销售商品房 1 套或者收取定金或者房价款不满 50 万元的。
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一项

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1%
罚款。

城市管理部门

28

未按期办理房地产租赁合同登记备案，超过责令限期补办
规定期限不满 15 日不补办的。

《昆明市城市房地产交易管理
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五项

责令限期补办，逾期不补
办的，处以 2000 元以上
不满 2600 元罚款。

城市管理部门

29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一）未取得房地产中介服务机
构资质证书、执业资格证书、岗位合格证书，擅自从事房
地产中介服务业务，逾期不满 2 日不改正的；（二）违反
《昆明市城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条例》
第四十三条规定, 逾期
不满 2 日不改正的。

《昆明市城市房地产交易管理
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昆
明市城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条
例》第四十三条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正的，
对责任人处以 1000
元罚款，对责任单位处以
1 万元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

城市管理部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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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部门

城市管理部门

责令改正，处 500 元以上
城市管理部门
不满 600 元罚款。
责令改正，处 500 元以上
城市管理部门
不满 600 元罚款。
责令改正，对装修人处 5
百元罚款，对装饰装修企 城市管理部门
业处 1 千元罚款。

装修人未申报登记擅自进行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并且
已完成不满 50 平方米装饰装修的。
装修人违反规定将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委托给不具有相
应资质等级企业的，装饰装修工程合同价款不满 3 万元的。
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台改为卫生间、厨房间面积
在 5 平方米以上不满 10 平方米的，
或者拆除连接阳台的砖、
混凝土墙体面积 5 平方米以上不满 10 平方米的。
损坏房屋原有节能设施或者降低节能效果，造成损失不满
1000 元的。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中擅自拆改不满 5 米的供暖、燃气
管道和设施的。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
法》第三十五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
法》第三十六条

35

有下列违法行为的之一的：（一）首次违法，未发生质量、
安全事故，立即改正的；（二）造成其他轻微危害后果的。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
法》第三十八条第四项

36

违反《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涉及不
满 2 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的。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三
十九条

37

房地产开发企业未按规定将测绘成果或者需要由其提供的
办理房屋权属登记的资料报送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的，开
发项目工程造价在 2 千万元以上不满 4 千万元的。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
十一条

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城市管理部门
并可处以２万元罚款。

38

未按照规定的现售条件现售商品房，现售商品房面积 300
平方米以上不满 500 平方米。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
十二条第一项

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
城市管理部门
正，
并可处以 1 万元罚款。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
十二条第二项

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
城市管理部门
正，
并可处以 1 万元罚款。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
十二条第三项

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
城市管理部门
正，
并可处以 1 万元罚款。

30
31
32
33
34

39
40

未按照规定将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及符合商品房现售条件
的有关证明文件报送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备案，商品房开
发项目不满 2 千平方米的。
返本销售或者变相返本销售商品房，销售商品房面积 300
平米以上，不满 500 平方米的。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
法》第三十八条第一项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
法》第三十八条第二项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
法》第三十八条第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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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令改正，
并处1千元罚款。 城市管理部门
责令改正，并处以 5 百元
城市管理部门
罚款。
责令改正，对装修人处
500 元以上不满 650 元的
罚款，对装饰装修企业处 城市管理部门
1000 元以上不满 4000 元
的罚款。
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并处 2 万元罚款。

城市管理部门

41

采取售后包租或者变相售后包租方式销售未竣工商品房
的，销售商品房面积 300 平米以上，不满 500 平方米的。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
十二条第四项

42

分割拆零销售商品住宅，销售商品房面积 300 平米以上，
不满 500 平方米的。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
十二条

43

不符合商品房销售条件，向买受人收取预订款性质费用，
向买受人收取预订款性质费用不满 5 万元的。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
十二条第六项

44

未按照规定向买受人明示《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商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
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
十二条第七项
商品房开发项目投资额 2 千万元以上不满 4 千万元的。

45

委托没有资格的机构代理销售商品房的，商品房开发项目
投资额 1 千万元以上不满 2 千万元的。

46

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代理销售不符合销售条件的商品房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
的，
销售商品房面积在 500 平方米以上不满 1000 平方米的。
十三条

47

擅自改动燃气设施，逾期不满 5 日不整改的，处 2000 元罚
款。

48

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满 5 日。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
十二条第八项

《云南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
第五十五条
《云南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
第六十五条,《云南省城市建设
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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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并可处以 1 万元罚
款。
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并可处以 1 万元罚
款。
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并可处以 1 万元罚
款。
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并可处以 1 万元罚
款。
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并可处以 1 万元罚
款。
处以警告，责令停止销
售，并可处以 2 万元以上
不满 2.2 万元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的，处 2000 元罚款。

城市管理部门

城市管理部门

城市管理部门

城市管理部门

城市管理部门

城市管理部门

城市管理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
并处 5000
城市管理部门
元以上不满 1 万元罚款。

从重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适用情形

实施主体

1

责令限期改正，处合同约定的
丙级资质的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超越其资质等级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规划编制费二倍的罚款并责令
范围承揽甲级资质许可范围内的城乡规划编制工作。
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
停业整顿，由原发证机关降低
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城市管理部门

2

违反国家有关标准编制城乡规划，符合下列情形之
责令限期改正，处合同约定的
一的：
（一）合同约定的规划编制费 100 万元以上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规划编制费二倍的罚款，责令
（二）造成重大影响或者拒不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影
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
停业整顿，由原发证机关降低
响的。
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城市管理部门

3

未依法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城乡规划编制工作，符合
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合同约定的规划编制费 100
万元以上的；
（二）造成重大影响或者拒不采取有效
措施消除影响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合同约
定的规划编制费二倍的罚款。

城市管理部门

4

对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城乡规划编制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的，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合同约定的规划编 第六十二条第三款，
《中华人民 处以合同约定的规划编制费二
制费 100 万元以上的；
（二）造成重大影响或者拒不 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二条
倍的罚款。
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影响的。
第一款

城市管理部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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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
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不能拆除的，完成工
程量 10%以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六十四条，
《云南省城乡规划 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并处
条例》第四十五条，
《昆明市城 建设工程造价 9%以上 10%以
乡规划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五
下的罚款。
十九条、第六十条

城市管理部门

《昆明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
六条第一款第一项，
《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二条
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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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下列特别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
（一）必须进行招
标的项目而不招标的，将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
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的，签订合同金
额 1000 万以上，尚未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第
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而不招标的，将必须进行招标
四十九条
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的，
项目已实施，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和后果的，例如发
生重大或特别重大质量安全事故。

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项目合
同金额千分之十的罚款。

城市管理部门

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十罚
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
第五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
罚款数额百分之十的罚款，有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八
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
条第一款，
《建筑工程设计招标
得。建议取消投标单位三年参
投标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
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
投标资格。

城市管理部门

7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
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中标项目
金额 8000 万元以上。

8

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
准，擅自施工，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
（一）完成工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
程建设进度 20%以上；
（二）不符合规划要求，造成 十七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质量安全隐患的；
（三）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第七十三条，
《建筑工程施
例》第五十六条规定，造成质量安全隐患的；
（四)
工许可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造成质量安全事故的。

9

建筑施工现场六次以上出现违反《云南省建筑施工
现场管理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任一不文明施
工行为或者同时存在四项不文明施工行为。

对建设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百
分之二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十
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 3 万元
的罚款。

城市管理部门

《云南省建筑施工现场管理规
定》第二十一条，
《云南省建筑
施工现场管理规定》第十三条， 责令改正，
可以处 5000 元罚款。 城市管理部门
《云南省建筑施工现场管理规
定》第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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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有下列特别严重法行为之一的：
（一）侵占城市公园、 《云南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第
公共绿地或者改变其使用性质 30 平方米以上；
（二） 五十九条，
《云南省城市建设管
毁损花草和绿化设施 30 平方米以上；
（三）擅自毁 理条例》第二十九条，
《昆明市
损、砍伐或者更换城市树木 5 棵以上。
城镇绿化条例》第四十四条

责令改正，可以并处 800 元以
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

城市管理部门

11

未对超过三个月不能开工的建设用地的裸露地面进
行绿化、铺装或者遮盖的，由县（市、区）绿化行
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整改的。

由县（市、区）绿化行政管理
部门责令停工整治，处以 10
万元罚款。

城市管理部门

12

有下列特别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
（一）单位或者个
人在城市绿地范围内进行拦河截溪、取土采石、设
置垃圾堆场、排放污水以及其他对城市生态环境造 《城市绿线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成破坏活动，多次（含两次）实施该违法行为，屡
教不改的；
（二）其他特别严重的违法情形。

责令改正，并处 3 万元的罚款。 城市管理部门

13

有下列特别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
（一）养护责任人
未按照养护技术标准进行养护的，多次（含两次）
实施该违法行为，屡教不改的；
（二）古树名木和古
树后续资源发生病虫害，或者遭受人为及自然损伤，
出现了明显的生长衰弱、濒危症状的，养护责任人
未及时报告县（市）区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多
次（含两次）实施该违法行为，屡教不改的；
（三）
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死亡的，养护责任人未及
时报告县（市）区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多次（含
两次）实施该违法行为，屡教不改的；
（四）其他特
别严重的违法情形。

《昆明市城镇古树名木和古树
后续资源保护办法》第二十六
条，
《昆明市城镇古树名木和古
树后续资源保护办法》第十三条
第二款，
《昆明市城镇古树名木
和古树后续资源保护办法》第二
十三条第一款，
《昆明市城镇古
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保护办
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责令改正，并对个人处以 200
元罚款，对单位处以 2000 元的
罚款。

城市管理部门

14

《昆明市城镇古树名木和古树
有下列特别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
（一）单位或者个
后续资源保护办法》第二十七
人进行损害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的违法行为，
条，
《昆明市城镇古树名木和古
多次（含两次）实施该违法行为，屡教不改的；
（二）
树后续资源保护办法》第十七条
其他特别严重的违法情形。
第一款

责令改正，并处以 200 元的罚
款，造成严重后果，致使古树
名木损坏或者死亡的，处以每
株 20 万元的罚款。

城市管理部门

昆明市城镇绿化条例》第四十二
条，
《昆明市城镇绿化条例》第
二十七条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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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有下列特别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
（一）单位或者个
人擅自移动和破坏古树名木的支撑、围栏、避雷针、
保护牌或者排水沟等相关附属保护设施的，多次（含
两次）实施该违法行为，屡教不改的；
（二）单位或
者个人在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保护范围内，从
事危害树木正常生长的违法行为的，多次（含两次）
实施该违法行为，屡教不改的；
（三）其他特别严重
的违法情形。

16

有下列特别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
（一）单位或者个 《昆明市城镇古树名木和古树
人经批准移植的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移植人
后续资源保护办法》第二十九
未采取措施或者采取措施不当造成死亡的，多次（含 条，
《昆明市城镇古树名木和古
两次）实施该违法行为，屡教不改的；
（二）其他特 树后续资源保护办法》第二十一
别严重的违法情形。
条第二款

17

18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
（一）住宅物业的建设单位
未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物业管理企业，给业主造
成损失 20 万元以上的，或者拒不改正的；
（二）未
经批准，擅自采用协议方式选聘物业管理企业，给
业主造成损失 20 万元以上的，或者拒不改正的。
有下列特别严重行为之一的：
建设单位擅自处
分属于业主的物业共用部位面积在 200 平方米以上
或者共用设施设备价值在 25 万元以上的。

《昆明市城镇古树名木和古树
后续资源保护办法》第二十八
条，
《昆明市城镇古树名木和古
树后续资源保护办法》第十七条
第二款，
《昆明市城镇古树名木
和古树后续资源保护办法》第十
八条

责令改正，并处以 500 元罚款，
造成设施损坏，按照绿地设施
标准给予赔偿；造成严重后果， 城市管理部门
致使古树名木损坏或者死亡
的，处以每株 20 万元的罚款。

致使古树名木死亡的，由园林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处以每株
20 万元的罚款；造成古树后续
资源死亡的，由园林绿化行政
主管部门处以每株 10000 元的
罚款。

城市管理部门

《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
以并处 8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
罚款处罚。

城市管理部门

《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

处 20 万元罚款，给业主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城市管理部门

城市管理部门

城市管理部门

19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不移交有关资料，拒不改正，
逾期 60 日以上仍不移交有关资料的。

《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移交有
关资料的，对建设单位、物业服
务企业予以通报，处 8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处罚。

20

物业服务企业将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部物业管
理一并委托给他人，委托合同价款每年在 110 万元
以上的。

《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

责令限期改正，处委托合同价
款 50％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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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条例》第六十条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
以并处挪用数额 2 倍处罚。

城市管理部门

22

实际配置的物业管理用房建筑面积小于规定配置的
物业管理用房 60 平方米以上的，或者未配置必要的
物业管理用房。

《物业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

实际配置的物业管理用房建筑
面积小于规定配置的物业管理
用房 60 平方米以上的，或者未
配置必要的物业管理用房。

城市管理部门

23

擅自改变物业管理用房的用途，持续时间在 10 个月
以上的。

《物业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

擅自改变物业管理用房的用
城市管理部门
途，
持续时间在 10 个月以上的。

24

有下列特别严重行为之一的：
（一）擅自改变物业管
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占地面积在 400 平方米以
上的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的；
（二）擅自占用、
挖掘物业管理区域内道路、场地占地面积 400 平方
米以上的。
（三）擅自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
设备进行经营，经营持续时间在 12 个月以上的。

《物业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以
城市管理部门
个人 1 万元，单位 20 万元罚款。

25

擅自预售商品房，收取预付款 500 万元以上的。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
例》第三十六条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
所得，可以并处已收取的预付
款 0.8％以上 1%以下的罚款。

城市管理部门

26

房地产开发企业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非法或者
变相预售商品房，违法所得在 100 万元以上的。

《昆明市城市房地产交易管理
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一款

责令停止预售活动，没收违法
所得，可以并处已收取的预付
款 1 %罚款。

城市管理部门

27

销售商品房 15 套以上或者收取定金或房价款 800 万
元以上的。

《昆明市城市房地产交易管理
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一项

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城市管理部门
并处违法所得 3%罚款。

28

未按期办理房地产租赁合同登记备案，超过责令限
期补办规定期限 60 日以上不补办的。

《昆明市城市房地产交易管理
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五项

责令限期补办，逾期不补办的，
处以 44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 城市管理部门
罚款。

21

挪用专项维修资金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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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有下列特别严重行为之一的：
（一）未取得房地产中
介服务机构资质证书、执业资格证书、岗位合格证书，
擅自从事房地产中介服务业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逾
期 8 日以上不改正的；
（二）违反《昆明市城市房地
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责令整改期限内自
行改正,造成严重影响或者逾期 8 日以上不改正的。
装修人未申报登记擅自进行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
动，并且已完成 200 平方米以上装饰装修的。
装修人违反规定将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委托给不
具有相应资质等级企业的，装饰装修工程合同价款
10 万元以上的。

《昆明市城市房地产交易管理
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昆明
市城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条例》第
四十三条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对责任人处以 3000 元罚款，对
城市管理部门
责任单位处以 3 万元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 责令改正，处 900 元以上 1000
第三十五条
元以下罚款。

城市管理部门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 责令改正，处 900 元以上 1 千
第三十六条
元以下罚款。

城市管理部门

责令改正，对装修人处 9 百元
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台改为卫生间、厨房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 以上不满 1 千元罚款，对装饰
间面积在 70 平方米以上的，
或者拆除连接阳台的砖、
第三十八条第一项
装修企业处 9 千元以上 1 万元
混凝土墙体面积在 70 平方米以上的。
以下罚款。
损坏房屋原有节能设施或者降低节能效果，造成损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 责令改正，并处 4 千元以上 5
失在 1.6 万元以上的。
第三十八条第二项
千元以下的罚款。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中擅自拆改 25 米以上的供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 责令改正，并处 9 百元以上 1
暖、燃气管道和设施的。
第三十八条第三项
千元以下罚款。
违反《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三十 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
涉及 10 份以上商品房买卖合同的。
九条
处 3 万元罚款。
房地产开发企业未按规定将测绘成果或者需要由其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十 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
提供的办理房屋权属登记的资料报送房地产行政主
一条
可处以 3 万元罚款。
管部门的，开发项目工程造价在 1 亿元以上的。
未按照规定的现售条件现售商品房，现售商品房面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十 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
积在 1100 平方米以上的。
二条第一项
以2.5 万元以上不满 3 万元罚款。
未按照规定将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及符合商品房现
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十
售条件的有关证明文件报送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备
可处以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
二条第二项
案，商品房开发项目在 5 千平方米以上的。
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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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部门

城市管理部门
城市管理部门
城市管理部门

城市管理部门

城市管理部门

城市管理部门

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
可处以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
下罚款。
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
可处以 2.5 万元以上，3 万元以
下罚款。
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
可处以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
下罚款。
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
可处以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
下罚款。
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
可处以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
下罚款。
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
可处以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
下罚款。
处以警告，责令停止销售，并
可处以 2.8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
下罚款。

39

返本销售或者变相返本销售商品房，销售商品房面
积 1100 平方米以上的。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十
二条第三项

40

采取售后包租或者变相售后包租方式销售未竣工商
品房的，销售商品房面积 1100 平方米以上的。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十
二条第四项

41

分割拆零销售商品住宅，销售商品房面积 1100 平方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十
米以上的。
二条

42

不符合商品房销售条件，向买受人收取预订款性质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十
费用，
向买受人收取预订款性质费用 30 万元以上的。
二条第六项

43

未按照规定向买受人明示《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十
《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城市商品房预售
二条第七项
管理办法》，商品房开发项目投资额 1 亿元以上的。

44

委托没有资格的机构代理销售商品房的，商品房开
发项目投资额 5 千万元以上的。

45

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代理销售不符合销售条件的商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十
品房的，销售商品房面积在 2500 千平方米以上的。
三条

46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一)擅自改动的燃气设施，
《云南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第
逾期 20 日以上不整改的；(二)擅自改动的燃气设施，
五十五条
造成安全事故的。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一)擅
自改动的燃气设施，逾期 20 日
城市管理部门
以上不整改的；（二）擅自改动
的燃气设施，造成安全事故的。

47

有下列特别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一）违法行为
持续时间 20 日以上；（二）拒不整改的；（三）给
国家和社会造成损失和不良影响的。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 4 万元
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十
二条第八项

《云南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第
六十五条,《云南省城市建设管理
条例》第四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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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部门

城市管理部门

城市管理部门

城市管理部门

城市管理部门

城市管理部门

城市管理部门

城市管理部门

免于行政强制事项清单
序号
1

违法行为
违法设置的户外广告

法律依据
《昆明市户外广告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
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
《云

3

正在建设的违法建筑

南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第十五条，
《昆明市违法
建筑处置办法》第第十七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
《云

5

城镇违法建筑

南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第十九条，
《昆明市违法
建筑处置办法》第二十一条

6

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
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

— 21 —

适用情形

实施主体

责令当事人自行拆除后已自行拆除；
经依法进行调查、核实，依法限期拆

城市管理部门

除，当事人已自行拆除。
当事人停止建设；当事人限期内拆除
了违法建筑。
依法将限期拆除决定送达当事人，由
当事人自行拆除。
当事人已按规定进行改造或者拆除。

城市管理部门

城市管理部门

城市管理部门

昆明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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