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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管执法局组织党员干部
参观红色廉政文化教育基地

10 月 14 日上午，市城管执法

局组织党员干部前往高明区红色

廉政文化教育基地，深入推进党史

学习教育，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进一

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廉政文化，

以史鉴今，资政育人。

党员干部参观了红色廉政文

化历史陈列展厅，通过衣物、证件、报纸等各种藏品和珍贵的历

史资料，重温了辉煌的革命历史和人民群众英勇卓绝的奋斗历程,

详细了解了谭平山同志、谭植棠同志、谭天度同志的革命事迹，

全体党员干部接受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在局机关党委副书记李

嘉贤同志的带领下，全体党员干部高举右手，重温入党誓词。

通过本次参观学习，激励局党员干部以革命先辈为榜样，对

党忠诚、廉洁自律、甘于奉献，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用

实际行动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

（市局人事科供稿）

市城管办组织召开市城市综合管理服务
平台建设工作方案征求意见座谈会

10 月 12 日，市城管委办公室组织市政法委、公安局、政数局

等 17 个市直部门，召开全市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建设工作方案

图为党员参观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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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会。市城管执法局党组成员、三级调研员邓政明主持会

议并讲话。

会上，市城管执法局通报了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建设的主

要任务：一是数据体系建设；二是数据交换系统建设；三是应用

系统建设，通过平台建设实现对全市城市综合管理工作的统筹协

调、指挥调度、监督考核、综合评价和公众服务等功能目标；并

就各单位征求意见采纳情况进行了说明。与会人员结合工作实际

以及目前各自领域的实际情况，对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建设以

及评价指标数据工作中的职责分工、指标解释、计算方法、数据

项、数据颗粒度等指标进行讨论，并且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会议要求，各单位要通力合作，及时反馈、协调、解决数据

对接、数据收集更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加快建立完善数

据报送更新机制，强化数据统计与分析，准确把握理解每项指标

数据内容、标准，确保数据及时更新、按时报送，协同解决城市

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建设工作。

（市局数字化城市管理科供稿）

市城管执法局组织召开
综管平台（一期）项目启动会

10 月 21 日，市城管执法局组织召开市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

（一期）项目启动会，项目建设单位（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局）、监理单位（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和承建单位（城云

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和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一期）项目是按照住建部《关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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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试点工作的函》（建改发函〔2020〕152

号）要求，在我市开展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的建设试点工作。

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一期）项目以推动实现城市“干净、整

洁、有序、安全、群众满意”为基本目标，以数据驱动为核心，

以有效服务民生为宗旨，在现有的城市管理信息化基础之上，遵

循统筹建设、共建共享、统一标准、规范运行的原则，深化城市

综合管理数据应用，完成城市综合管理数据体系、数据交换以及

应用系统建设，通过资源整合、数据分析、场景应用，实现对城

市管理的精准分析、整体研判、协同指挥，提高城市科学化、精

细化、智能化管理水平。

会上，城云科技公司、公诚管理咨询公司代表分别介绍项目

组织架构、实施方案、下一步工作计划。三方就“城市综合管理

数据应用、数据体系、数据交换以及应用系统建设”，“数字城

管平台对接工作的统筹协调”、工作计划中的时间安排如何提升

等问题展开讨论。

局党组成员、三级调研员邓政明提出三点工作意见：一是各

方要高效务实，精诚合作，准确掌握好平台建设进度和建设规划，

有针对性、有目的性地开展建设工作，确保项目高质量按期完成;

二是监理单位要认真履行好职责，为高质量完成项目提供技术支

撑;三是要深化数据应用和场景的创新，体现佛山城市管理的特

色，将综管平台项目打造成“科学、精细、高效、全时段、全方

位”的精品项目,为智慧城管建设做好服务保障。

（市局数字化城市管理科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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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管办召开城市管理考评工作培训会

9 月 29 日上午，市城管办组

织召开了佛山市城市管理考评工

作培训会。本次培训会是在《佛

山市城市管理考核评比暂行办

法》（第八次修订）实施前的一

次重要业务培训，目的是帮助各

区更好地把握城市管理考评的新

变化、更精准地执行城市管理考评的新要求，通过精细化城市管

理考评促进城市精细化管理，以“干净、整洁、有序、美丽”的

城市面貌助力我市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培训会以视频会议的方式进行，主会场设在市城管执法局，

各区城管办设分会场，五区及各镇街共 300 余人参加了培训。会

上，市城管办对《佛山市城市管理考核评比暂行办法》（第八次

修订）的修订情况进行了详细解读说明，并结合现阶段城市管理

的薄弱环节和考评注意事项，逐一对环卫、市容、绿化、市政、

广告、工地、村（居）考评标准修改情况进行了讲解。

据各区城管办反映，本次培训会让区和镇街城市管理部门更

加明确了下一步城市管理工作的重点，及时掌握城市管理考评新

标准，取得了预期效果。

（市局城市管理考核科供稿）

图为培训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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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管执法局举行新冠肺炎疫情
常态化防控知识培训学习会

为进一步压实疫情防控责

任，落实各项常态化防控措施，

根据省、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

的工作要求，10 月 13 日下午，市

城管执法局及市文联联合举行新

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知识培训

学习会，局领导、相关科室人员

共 126 人参加了此次培训。本次培训会由市新冠肺炎防控知识讲

师团专家、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疫情防控组秘书后勤小组组长、

市卫生健康局吴永科科长授课。

培训会上，吴科长从“认识新冠病毒”、“学习传染病法”、

“学习重要精神”、“佛山抗疫历程”、“疫情形势分析”、“疫

情形势分析”、“如何做好防控”六个方面图文并茂对新冠疫情

防控知识进行了详细讲解，结合在武汉抗疫的经历，用大量鲜活

的模范人物事迹讲述党员带头冲向前的精神，并着重强调了机关

事业单位常态化防控的注意事项和防控误区。通过此次培训，市

城管执法局全体干部职工更加全面系统地掌握了国家、省、市关

于疫情防控的重要会议精神以及当前的防控政策、应对疫情风险

关键点的总体防控措施，进一步教育引导了党员干部要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勇于担当，服从疫情防控需要，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工

作，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深入开展。

（市局执法监督二科供稿）

图为培训现场



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简报

— 7 —

市城管执法局开展《解读新安全生产法
落实“一线三排”工作机制》专题培训

为深入贯彻落实和学习宣传

新《安全生产法》，结合安全生

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落实

“一线三排”工作机制，推进城

管执法领域安全生产治理工作，

强化风险隐患管控，提高城管执

法领域风险防范意识。10 月 22

日下午，市城管执法局在局二楼会议室召开安全生产专题培训会。

开展主题为《解读新安全生产法 落实“一线三排”工作机制》专

题培训，局领导和各科室人员及市绿能公司、监管单位代表等约

60 人参加。

本次培训邀请广东中京检测认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国家注

册一级安评师、国家注册安全工程师、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专家、

应急预案评审专家潘冬老师授课。潘冬老师围绕新《安全生产法》

的修改背景、修改亮点以及落实要点等内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对安全生产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阐述抓好安全生产工

作的重要性，从深刻理解新《安全生产法》和“党政同责”的重

大意义、准确把握新《安全生产法》的主要内容，积极宣传贯彻

新《安全生产法》和“一线三排”工作等三个方面,结合城管执法

领域的工作实际，重点解读如何强化部门的监管职责和处罚职能，

加大执法检查的力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讲解，既有理论分析，

又有实际案例，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渠铮副局长强调：全局干部要深入学习新《安全生产法》，

图为培训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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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学法用法意识和规范执法行为，进一步增强安全生产责任感，

深刻吸取沈阳“10·21”燃气爆炸事故教训，强化行业监管，加

大城管执法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建立隐患清单台帐，加大督

导检查的力度，确保城管执法领域安全。
（市局市政环卫科供稿）

市城管执法局开展党史专题宣讲活动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

化党史学习教育，加强全体党员

干部的责任感、使命感，引导党

员干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

史崇德、学史力行，做到学党史、

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10 月

15 日市城管执法局邀请了中共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姚明强同

志到市城管执法局开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宣

讲活动”。宣讲活动由市城管执法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庞学新

主持。各科室的党员及相关人员 58 人参加了此次宣讲活动。

姚明强主任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重大意

义”“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主题主线”“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

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和经验启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五方面，诠释了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主要内容、重要意义，广泛阐述了中

国共产党建党的历史背景、伟大奋斗历程、伟大成就、珍贵的经

验和重大启示，解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史为鉴开创新局面。

图为宣讲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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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主题主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即是党奋斗的主题，而党的奋斗主线汇聚成

一部不懈奋斗史、一部理论探索史、一部党的自身建设史。号召

广大党员干部坚守初心，为努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斗。

市城管执法局党员干部认真聆听了姚明强主任“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宣讲”，进一步激发了党员干部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的决心和意志。下一步，市城管执法局将继续深入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度融合市城管执

法局业务工作，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再上一个台阶。

（市局人事科供稿）

数字城管 10 月通报 |
严查严管噪音扰民，守护宜居环境

佛山市数字城管紧紧围绕城市“干净、整洁、有序、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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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力攻坚，集中解决一批群众关心的热点

难点问题—社会生活噪音及夜间施工噪音，切实改善群众宜居环

境的效果。

南海区

近期，市民多次拨打 12319 数字城管服务热线反映噪音扰民

的问题，分别出现在桂城海三路某超市以及丹灶镇祈福附近酒吧。

桂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责令超市舞台负责人调低音量，提

醒使用喇叭进行户外宣传时切勿将音量调至最高，以免造成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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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丹灶镇数字城管中心执法人

员做了专门的整治方案：一旦发现

有噪音扰民的投诉，立即到场核查，

开展相关处罚工作，加强执法人员

夜间巡查力度，责令店铺负责人严

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经营，在

经营过程采取有效措施降低音量，避免影响周边居民。

降低噪音，是城市管理工作的重要一环，若市民发现此类问

题可拨打 12319 热线，城管部门会及时处理，维护安宁美好夜间

环境。

高明区

近期，市民多次拨打 12319 数

字城管服务热线反映噪音扰民的问

题，分别出现在荷香路附近酒吧以

及大德路附近公园。

高明区城管执法局高度重视并

制定专项工作方案，责令落实整治

工作。每天安排执法人员在夜间 10 时至凌晨 2 时到场巡查，要求

降低音量，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影响。目前，酒吧已安装隔音设施，

噪音扰民问题得到解决；大德路附近公园因涉及公共场所和公众

休闲活动等社会复杂因素，现相关执法部门正在细化工作部署，

将通过现场派发温馨提示、在媒体平台进行教育宣传、邀请夜间

活动爱好者开会、巡查整治等手段，对公园夜间活动噪音扰民问

题进行管控。

通过数字城管平台协调机制，积极推进噪音扰民整治工作，

妥善处理市民投诉，为市民群众创造静谧舒适的生活环境。

图为处置现场

图为处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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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区

近期，市民通过拨打 12319 数字城管服务热线及微信上报的

方式反映噪音扰民的问题，分别出现在西南街道某酒吧以及云东

海街道某工地。

三水区数字城管指挥中心在 8

月份接到 16 宗酒吧噪音扰民的投诉

后制定方案，9 月份三水区城管执法

局联合西南街道综合执法办不定时

到华兴路酒吧街进行提前介入处理，

就该路段酒吧出现多宗噪音扰民的

问题约谈了酒吧负责人，明确要求各酒吧负责人经营时降低音量，

加装隔音棉等设备。经过巡查、提前介入、约谈、立案处罚等多

种措施，该路段噪音扰民问题有较大改善，10 月份投诉噪音扰民

案件下降至 2 宗；云东海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人员到达云东

海街道某工地后责令施工方立即停止施工，后续主动约谈了工地

噪音扰民问题突出的多名工地负责人，开展执法巡查，每晚提前

对各工地进行拉网式排查，发现问题提前告诫整改，坚决做到发

现一处、处置一处，严防违规施工噪音扰民。

在接到投诉举报后及时受理回复，针对产生噪音的个人和单

位予以警告，发放文书督促其整改。通过约谈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引导，增强法制观念，营造良好的知法守法氛围，从源头上减少

施工噪音污染的发生。

（市局数字化城市管理科供稿）

图为处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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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改造丹霞路人行道突出问题，
整治消除环境黑点

今年年初，市城管执法局在对高明区开展城市管理考核检查

中发现荷城街道丹霞路（广德街—广安路）南段部分人行道管养

状况堪忧，人行道上水泥路面剥落和人行道未硬底化的状况导致

道路通行功能受到较大影响。为督促责任单位解决丹霞路长期存

在的人行道病害问题，营造舒适出行环境，市城管执法局迅速向

高明区发出督办通知，要求尽快恢复道路通行功能，还路于民。

丹霞路（广德街-广安路）位

于荷城街道河江片区，该道路南

段此前尚未完成硬地化改造，道

路长期存在人行道砖破损、排水

设施缺失、路灯设施不足、车辆

乱停放等问题，是高明区内一大

环境黑点，对周边区域居民日常

生活影响较大。接到市城管执法

局发出的督办通知后，高明区高

度重视，为了给市民营造舒适出

行环境，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对丹

霞路（广德街—广安路）南段人行道影响市容市貌、景观形象的

突出问题实施修复改造，整治消除该环境黑点。

按照工程要求，丹霞路（广德街—广安路）南段人行道修复

工程涉及改造面积约 1100 平方米，计划改造资金达到 90 万元，

该工程主要对此前尚未完成硬底化改造的路面实施改造提升，工

图为道路修复前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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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内容包括人行道砖面铺装，非机动车专用通道设置，港湾式停

车位建设，排水设施新增，楼宇管道接驳完善，路灯设备加装等

几个方面。

丹霞路（广德街—广安路）南段人行道修复工程在 5 月份正

式进场施工后，经过近三个月的修整，目前该工程现阶段已完成

管道铺设、楼宇管道接驳、架空通讯管线入地、路面基层处理、

人行道砖面铺装等工作，道路景观已经焕然一新，待路灯完成安

装，工程经过竣工验收即可投入使用。“道路改造前坑洞比较多，

带孩子外出遛弯时经常担心他们不小心摔着。现在路面铺平修复，

我们外出将更加方便安全。”周边小区居民为丹霞路修复工程点

赞。

其后，市城管执法局对丹霞路（广德街—广安路）南段的修

复工程开展了“督办回头看”，现场要求高明区巩固丹霞路修复

成果，加快工程收尾工作，尽快完善非机动车专用通道、港湾式

停车位、路灯亮灯等相关道路基础设施设置，不断提高道路使用

质量，进一步提升我市人居环境和城市形象。

（市局城市管理考核科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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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2021 年 9 月份案件办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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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7 19830 98.97% 16433 16284 99.09% 3166 3112 97.10% 636 633 99.53%

南海 35771 35557 99.40% 33265 33082 99.45% 1947 1922 97.76% 856 851 99.42%

顺德 20907 20564 98.36% 18382 18053 98.21% 1729 1723 99.54% 1019 1017 99.80%

高明 11104 10914 98.29% 9728 9581 98.49% 939 909 95.89% 481 477 99.17%

三水 7405 7341 99.14% 6462 6404 99.10% 579 575 98.80% 510 510 100.00%

合计 95224 94206 98.93% 84270 83404 98.97% 8360 8241 98.58% 3502 3488 99.60%

【注：周期为 20220211..88.1.166-202-20211..99..1515】

报：乔羽副市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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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