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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编印 2021 年 9 月 29 日

佛山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省评估排名第二

近日，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通报了 2021 年上半年广东省城市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评估情况，我市在珠

三角地区（除广州、深圳）7 个城市

中排名第二！

佛山市持之以恒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常态化，着力提升垃圾分

类实效。将垃圾分类工作纳入《2021 年佛山市政府工作报告》、

按照市委督查室“一月三问制”公开栏公示工作要求，按进度完

成全市及各区 11 个街道范围每月的居住区、文教区、餐饮机构、

集贸市场四个类型的达标覆盖率。印发了《佛山市“4 个 100”生

活垃圾分类标杆示范单位创建指引（试行）》，基本实现城市公

共机构垃圾分类全覆盖，在全市 194 家市直公共机构中，随机抽

查了 35 家市直公共机构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回头看”检查。

积极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建设。每月对 5 个区、11 个

图为市城管执法局开展垃圾分类普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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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八大类生活垃圾产生源（包括居民区、办公区、公共场所、

文教区、医疗机构、集贸市场、餐饮机构、其他产生源）随机开

展现场评估，并实行“月评估、季通报、年总评”，通过考核评

估推进各区、各街道加快开展垃圾分类工作。

持续开展垃圾分类宣传。2021 年上半年，全市开展主题宣传

活动 554 场次，开展培训 405 场次，在报刊、电视等主流媒体宣

传 800 次，发放宣传海报、单张、手册约 26 万份，利用网络、微

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宣传 769 条次。

借力信息化推动垃圾分类全流程管理。南海区前端上线“南

海分类”微信小程序，中端有餐厨垃圾处理厂 APP 中央控制端管

理平台，禅城区“易收拾”微信小程序、顺德区“鑫还宝”，解

决垃圾分类回收问题。生活垃圾处置全过程信息化管理取得显著

成效。

下一步，佛山市将扎实做好 11 个街道基本实现生活垃圾分类

全覆盖，其余各镇同步推进垃圾分类的工作任务，高质量推进全

市国有企业（含国有控股）开展垃圾分类，高标准打造“4 个 100”

垃圾分类标杆单位和 5 个垃圾分类培训教育基地，充分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加强垃圾分类宣传教育。持续完善“大分流、细分类”

体系建设，促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杜绝混收混运，

统筹末端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建设，探索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

（市局市政环卫科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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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警示教育，筑牢思想防线
——市城管执法局党员干部到纪法基地接受党纪廉政教育

为扎实开展 2021 年纪律教

育学习月活动，结合党史学习教

育和机关作风突出问题专项整

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严守政

治纪律，践行‘两个维护’”，

改进作风、砥砺奋进，9 月 3 日，

市城管执法局党员干部 25 人到

佛山市纪法教育基地开展廉政教育活动，筑牢防腐拒腐思想防线。

在两个多小时的学习过程中，市城管执法局广大党员干部身

怀敬畏之心，跟随着讲解员的步伐，从序厅开始，逐个参观了“从

严治党庄严承诺”“崇规尚廉源远流长”“自我革命砥砺前行”

“肃贪清污警钟长鸣”以及“清风正气永葆本色”五个展厅，观

看了违法违纪人员的现身说法。在“肃贪清污警钟长鸣”展厅，

看着自己认识或者工作上打过交道的人员因为贪腐违纪而被作为

反面典型，广大党员干部不禁唏嘘感叹，同时也更加坚定自己拒

腐防变的信心与意志。最后，全体党员在党旗下庄重地举起右手，

重温入党誓词，筑牢理想信念。

通过连续三年到纪法基地参观学习，市城管执法局每一位党

员干部心灵深处都持续受到强烈震撼，一次次敲响廉洁自律的警

钟，不断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接下来，要继续紧密结合党

史学习教育和机关作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推动我局党风廉政建

图为党员干部观看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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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工作常抓不懈，在推动我市城管执法事业高质量发展、为群众

办实事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围绕“干净、整洁、有序、美丽”

的要求，推进城市管理精细化，以绣花功夫，一针一线绣出城市

高品质新形象，以良好的城市面貌助力我市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市局法规案审科供稿）

学党史悟思想，守纪律铸忠诚
——市城管执法局召开2021年纪律教育学习月大会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化党章

党规党纪意识，锤炼忠诚干净担当

政治品格，9 月 13 日下午，市城管

执法局召开2021年纪律教育学习月

大会，集中开展纪律教育学习活动。

市城管执法局公务员、工勤人员、政府雇员及第三方外包服务人

员共 130 人参加大会，市纪委监委派驻市住建局纪检监察组副组

长邹志同志列席指导。

会上，由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程斌同志从教育主题和总体安

排、教育学习内容、教育形式和工作要求三个方面对《佛山市城

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1 年开展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方案》进行

详细解读，提出具体工作要求。

局党组书记、局长林国荣同志围绕“学党史悟思想，守纪律

图为大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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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忠诚”的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主题，以“从百年党史中深刻领

悟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时刻保持“赶考”清醒，锤炼忠

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大局意识，在新

征程中奋勇争先、建功立业”三个维度，为全体人员上了一堂生

动的廉政教育课。林国荣同志要求，我局党员全体领导干部要学

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切实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坚持严的主基调，把

严惩腐败和严密制度、严格要求、严肃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一体

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要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牢记宗旨意识，下基层、走基层、办实事、解难题；尤其

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知责担责履责，从严管党治党，保持清

正廉洁政治本色。

会后，全体参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廉政警示教育片。

（市局法规案审科供稿）

市城管执法局认真落实
中秋国庆期间安全防范工作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市中秋国庆

期间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精神以及

9 月 18 日召开的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系统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视频

会议要求，全力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三年行动工作，市城管执法局党组 图为开展督导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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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及时召开会议研究部署中秋国庆期间安全防范工作，

要求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加强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

作检查，紧盯重点行业领域和重点部位，加大城管执法领域隐患

排查治理，重点抓好市政环卫和城市公园的安全管理及疫情防控，

要求各相关建设企业如确需要施工需向属地建设主管部门报备，

并督促继续施工的企业严格落实企业责任人带班指挥及项目负责

人施工全时段在岗管理等制度和措施，严格值班值守制度和应急

管理，确保城管执法领域安全稳定。

9 月 17 日，局党组书记、局长林国荣同志带领园林绿化科到

禅城区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检查组先后到禅城区文华公园、

亚洲艺术公园，重点检查公园内儿童游乐设施、公园景观照明及

用电安全、湖岸防护措施。林国荣强调，全市城管执法部门要充

分预判节日期间人流特点，认真做实节日公园安全运营方案，切

实落实主体责任，节日期间加大人力加强巡查力度，做好公园安

全管理的每个环节，为市民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活动场所。

节前，各分管局领导按照“片区督导”原则，也分别带领相

关科室到各区开展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检查，督促各区局落实属

地监管责任，针对重点部位、关键环节，全方位开展隐患排查，

及时消除隐患，确保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稳定。

（市局市政环卫科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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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管办开展 2021 年第三季度
城市管理考核评比明检工作

市城管办于 9 月 22 日至 24 日对

五区开展2021年第三季度城市管理考

核评比明检，共派出环卫管理、市容

管理、园林绿化管理、市政及公共设

施管理、户外广告管理、工地及建筑

垃圾管理和村（居）管理七个实地考

评检查组。

各区迎检准备充分，现场检查情况良好，但也存在部分区环

卫道路机械化作业精细化程度不足、部分主次干道存在机动车和

互联网共享车辆违规停放、社区公共空间绿化管养水平偏低等问

题。考评人员对存在问题一一拍照记录存档，并形成考评案件派

遣至考评对象，督促限期整改。

明检期间，城市管理考评监督员充分发挥监督职能，全程参

与各组考评检查，保证了明检的公平公正。市城管执法局领导分

批跟组带队参加实地检查，对存在问题进行现场督导。通过明检

发现问题、落实整改，有效改善了城市容貌，促进城市管理水平

提升，努力打造干净、整洁、美丽的城市环境。
（市局城市管理考核科供稿）

图为检查现场



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简报

— 8 —

市城管执法局赴四会市黄田镇
开展驻镇帮镇扶村工作调研

9 月 2 日，市城管执法局党组

成员、三级调研员邓政明带领局办

公室、人事科负责人赴四会市黄田

镇开展驻镇帮镇扶村工作调研。

在黄田镇领导和驻黄田镇帮

镇扶村工作队的陪同下，调研组首

先来到黄田村先生塘调研村容村貌，深入田间地头了解民情，随

后到西岸村沙糖桔现代农业产业园进一步了解沙糖桔的种植历史

和产业发展情况，并与黄田镇领导、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开展座

谈交流。

座谈会上，驻黄田镇帮镇扶村工作队队长梁柱汇报工作开展

情况，黄田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春华介绍了黄田镇开展乡村振

兴的做法。邓政明同志代表市城管执法局感谢黄田镇党委、政府

对工作队的支持和关心，对工作队在乡村振兴、帮镇扶村上的工

作予以肯定，并提出四点工作意见：一是强化领导，压实责任。

落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难点工作，明确职能，不断提升干

部队伍能力，全面提高做好乡村振兴业务工作的水平；二是建章

立制，规范管理。尽快完善相关工作机制，以制度管人，以规范

处事，结合镇委镇政府的工作规范要求和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的

实际情况，明确岗位分工、职责，同心同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工作有序开展夯实基础；三是读通弄懂，统筹规划。工作队要

图为调研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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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强化分类指导，加强分层推进，探索乡村振兴多元化

发展路径；四是强化宣传，万众一心。突出民主参与，坚持民意

导向的宣传思路，集合各方力量，万众一心做好乡村振兴工作。

最后，邓政明同志勉励工作队要开好局，起好步，切实做好

驻镇帮镇扶村工作，向各单位、黄田镇委镇政府、黄田镇群众交

出一份优秀的成绩单。

（市局办公室供稿）

数字城管 9月通报|用心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佛山市数字城管紧紧围绕城市“干净、整洁、有序、美丽”

精细化管理的要求，充分发挥数字城管系统在城市管理的统筹协

调作用，推动各区扎实推进城市管理工作。下面通过数字城管几

组典型案例体验城管人用心用力，快速解决城市管理问题，营造

良好的居民生活环境的效果。

禅城区

近日，市民拨打 12319 数字城管服务热线

反映汾江中路佛山宾馆对出路段由于发生交

通事故，导致分隔护栏被撞至破损，目前已解

决。

坐席员接到投诉后立即将案件分派至禅

城区交通运输局，经工作人员到场核实，发现

现场护栏已经被撞至东倒西歪、多处破损，且
处置前后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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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地位于市区中心路段，若不及时处理，将会造成交通拥堵且

存在安全隐患。随后，责任单位迅速响应，马上拉设隔离带，积

极组织人员对护栏进行抢修。目前，现场护栏已完成修复，道路

也恢复畅通。

本案件从接到市民反映，到责任单位处置完成，仅用了不到 2

小时,充分体现了数字城管反应迅速、高效运转、积极作为的作风。

南海区

近日，桂城数字城管中心接到市民投诉桂

城街道西河东街 14 号对出路面有建筑垃圾乱

堆放，影响周边市民生活且存在安全隐患。桂

城数字城管指挥中心立即下派执法人员前往

现场核查，发现该处有大量建筑垃圾乱堆放且

造成扬尘现象。上报该情况后，坐席员迅速与

各部门进行沟通，确定该位置权属社区并告知

社区工作人员具体位置、处理合格标准等详细信息。经过责任部

门的处理，现场已经恢复干净如初。

建筑垃圾乱堆放不仅阻碍居民通行、影响市容环境和空气质

量，夜晚时分由于视线受阻还容易对行人、车辆存在安全隐患。

对此，数字城管中心倡议全民齐监督，如发现乱堆放建筑垃圾、

渣土问题可致电 12319 热线进行反映，城管部门会及时处理，保

障居民出行安全。

顺德区

近日，市民通过微信上报反映北滘南便街高村幼儿园对开位

置有建筑垃圾未能及时清理，造成车位紧张及扬尘问题严重，目

前已解决。

处置前后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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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滘镇数字城管中心接诉后，马上联系工

作人员到场跟进处理，现场核查由于高村幼儿

园工程施工，导致该位置建筑垃圾临时堆放，

经督促施工方立即进行清理，现建筑垃圾已清

理完毕。

通过数字城管平台协调机制，案件准确派

遣，责任单位快速跟进处理，有效解决了市民

的居住环境。体现出数字城管系统灵活解决问题的办法，更体现

了城市管理工作中为人民服务，解决民众困难的精神。

高明区

9 月 14 日 11 时许，高明区中心

城区数字城管采集员巡查时，发现荷

富路辅道卓伦广告前有一大堆废弃

砖块渣土，横跨整段辅道，给市民出

行带来不便且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已

解决。

为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信息采集员立刻拍下现场照片，及时

上报至数字城管平台，坐席员收到案件后迅速将案件派遣至区城

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并督促辖区执法人员安排责任单位到现场

进行处理。在数字城管监督机制下，执法人员于当天下午 16 时 47

分到达现场完成清理工作，消除安全隐患。

通过数字城管信息采集，不仅体现出信息采集员认真履行数

字城管“及时发现问题，高效解决问题”的职责，更体现了城市

管理工作“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的良好作风。

（市局数字化城市管理科供稿）

处置前后对比图

处置前后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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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

项目

区域

数字城管案件 信息采集案件 公众投诉案件 市级平台派遣案件

立案
按期

结案

按期结

案率
立案

按期

结案

按期结

案率
立案

按期

结案

按期结

案率
立案

按期

结案

按期结

案率

禅城 20116 19932 99.09% 16415 16287 99.22% 3231 3183 97.22% 634 630 99.37%

南海 34376 34064 99.09% 32088 31809 99.13% 1672 1654 97.52% 934 919 98.39%

顺德 19551 19333 98.88% 16806 16598 98.76% 1875 1871 99.79% 1082 1077 99.54%

高明 9770 9586 98.12% 8547 8387 98.13% 862 844 97.35% 462 460 99.57%

三水 7310 7224 98.82% 6417 6342 98.83% 524 522 99.24% 584 576 98.63%

合计 91123 90139 98.92% 80273 79423 98.94% 8164 8074 98.01% 3696 3662 99.08%

【注：周期为【注：周期为 2021.7.16-2021.8.152021.7.16-2021.8.15】】

报：赵海副市长，黄飞飞副秘书长。

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市委办、市府办，市局各科室，各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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