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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羽副市长到市城管执法局调研指导

11 月 24 日下午，市政府乔

羽副市长到市城管执法局调研

指导，市城管执法局全体领导班

子成员及驻局纪检组组长参加

了调研座谈会。

会上，市城管执法局林国荣

局长首先作了专题汇报。林国荣

表示，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市城管执法局紧紧围绕城

市精细化管理和“干净、整洁、有序、美丽”的要求，以“让城

市更美丽，让人民更幸福”为理念，下“绣花”功夫推进城市精

细化、智能化管理，各项重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违法建

设治理有力推进，连续三年超额完成省下达的违法建设治理工作

任务。二是渣土运输车辆整治取得阶段性突破，渣土运输车辆管

理从混乱无序基本实现规范化管理。三是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

施建设高质量推进，“焚烧处理为主，填埋处理为辅”的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格局逐步实现。四是大力推进厨余垃圾处理及资源

图为调研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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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利用，目前全市厨余垃圾总设计处理能力达 962 吨/日，各区均

建成厨余垃圾处理设施。五是生活垃圾收运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

形成“村收-镇运-市、区处理”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理模式。六是

全力推进“厕所革命”，全市公厕建设管理水平得到较大提升。

七是城市园林绿化品质不断提升，“组团城市，绿脉相通、绿廊

环绕、公园棋布”的绿地系统格局更加明显。八是城市管理精细

化、智慧化水平持续加强，城市管理考评、数字城管建设卓有成

效，公众满意度持续攀升。林国荣表示，对标广州、深圳等先进

城市，我市城市管理水平存在差距，城市管理工作依然存在不少

问题和不足，同时汇报了下一步工作设想及相关工作建议。市城

管执法局党组书记苏仕超就有关专项工作以及今后工作思路作了

汇报。

在听取汇报后，乔羽副市长作总结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

市城管执法局在各项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同时要求下一步全市城

管执法部门要进一步推进城市管理精细化，以“绣花”功夫绣出

城市高品质新形象，接下来在生活垃圾分类、园林绿化管理及城

管执法方面要继续做好以下几方面重点工作：一是要继续全力推

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学习借鉴先进城市经验，抓紧落实居民小

区楼道撤桶、定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提高管理水平，进一步实

现垃圾减量化；要进一步完善、细化《佛山市生活垃圾处理“十

四五”规划》，补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短板，着力构建城市

垃圾现代化管理体系。二是要强化规划引领，特别在园林绿化方

面要将相关行动方案进一步细化，统筹做好我市园林绿化增绿提

质工作，将推进公园建设作为推动佛山城市转型提质、提升城市

竞争力的重要抓手。三是要强化全市城管执法队伍建设，持续巩

固深化执法队伍“强基础、转作风、树形象”专项行动，提升队

伍政治素质、管理水平、执法能力和服务质量，打造一支政治坚



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简报

— 3 —

定、作风优良、纪律严明、廉洁务实的新时代城市管理执法队伍。

（市局办公室供稿）

以赛促学、以学促干，全市城管执法系统
庆祝建党 100 周年知识竞赛成功举办

11 月 19 日，市城管执法

局举办的“重温百年奋进路 城

管扬帆再出发”全市城管执法

系统庆祝建党 100 周年知识竞

赛成功举办。市直属机关工委

二级巡视员范忠良、市委党史

学习教育第八巡回指导组组长

黄曲君、市委宣传部三级调研员沈建明、市直机关工委办公室主

任黄江平出席活动。

市城管执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机关党委书记程斌强调，

全系统的党员干部要主动在党史学习中夯实思想基础、汲取智慧

力量、厚植为民情怀，做到不忘初心感党恩，坚定信念跟党走。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党史学习教育成效推动城

管执法工作取得实效。

此次知识竞赛决赛分为必答题、风险题、抢答题三个环节。

选手作答的题目范围涵盖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知应会党务知识、城管执法业务知识

和时事政治的内容。来自一市五区的六支参赛队伍凭借丰富的知

识储备和出色的表现，进行了一场“你追我赶，互不示弱”知识

竞赛，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图为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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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由禅城区城管执法局代表队荣获一等奖，市城管执法局

代表队、高明区城管执法局代表队荣获二等奖，南海区城管执法

局代表队、顺德区城管执法局代表队、三水区城管执法局代表队

荣获三等奖。竞赛现场还设置了观众互动问答环节，题目全部来

自于“学习强国”，充分发挥了“学习强国”汇聚学习力量的作

用。

（市局人事科供稿）

佛山建筑垃圾智能管理信息系统
亮相首届数字政府建设峰会

11月 26-27日，广东省政府

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共同主办的2021（第十六届）中

国电子政务论坛暨首届数字政府

建设峰会在广州举办，大会以“建

设数字政府，加快数字化发展”

为主题，全面总结各地区数字政

府建设经验，交流政府服务和治理数字化方面的创新举措，是目前

全国唯一以数字政府为主题的高峰论坛。我局建设的建筑垃圾智能

管理信息系统作为“数字社会创新”案例在大会做了交流展示。

建筑垃圾智能管理信息系统是我局贯彻落实省住建厅等六部门

《关于进一步加强渣土运输车辆管理的通知》精神，推进智慧监管

的创新尝试。该系统以建设“五库一平台”为核心，以破解建筑垃

圾处置违法行为取证难、“黑车”运输查处难等管理痛点难点为目

标，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对全市出土工地、

消纳场和3800多辆建筑垃圾运输车实行“两点一线”监管，实现了

图为展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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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筑垃圾处置智能监测、分析预警、联动处置和监督考核，截至

2021年 10月底，通过系统共发现违法违规问题4800个，“智慧监

管，智治增效”得到体现，有效提升了城市管理智慧化、精细化水

平。

此次论坛的开展，对我市智慧城管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下一

步，我局将继续紧贴实践需求，以大数据、智能分析等新技术为引

领，不断完善系统整体功能，全面提升建设应用成效，更好地为城

市管理服务。

（市局数字化城市管理科供稿）

佛山智慧城管平台建设经验在
第五届中国（东莞）智慧城市大会上交流

11 月 26 日，“第五届中

国（东莞）智慧城市大会”在

东莞市举行。省住建厅副厅长

刘耿辉出席会议并致辞。会议

介绍了我省智慧城管工作总

体推进情况，总结智慧城管平

台的发展成效，提出要汲取各

地智慧城市管理经验，积极推动本市智慧城管建设。会上，市城

管执法局党组成员、三级调研员邓政明代表佛山市作城市管理智

慧化建设经验交流。

近年来，市城管执法局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积极推进城

市管理数字化、精细化、智慧化”的工作部署，紧紧围绕城市精

细化管理和“干净、整洁、有序、美化”的要求，推进城市管理

图为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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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建设。一是开展《佛山市智慧化城市管理总体方案研究》，

规划“智慧城管”顶层设计；二是在构建全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统

一平台的基础上，建设数字城管智慧监测系统，实现对数字城管

业务的统一监测；三是建设市环卫车辆智能管理系统，实现对五

区 32 个镇街环卫作业车智能化监控；四是建立建筑垃圾智能管理

系统，推进建筑垃圾智能化管理，实现对建筑垃圾处置智能监测、

分析预警和联动处置；五是建立养犬管理服务系统，实现养犬备

案事项“指尖办”，截至 2021 年 10 月底，全市数字城管系统立

案 104.3 万余宗，办结率 98.61%，解决了大量城市管理热点难点

问题。“智慧城管”建设助力佛山市成功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巩

固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

（市局数字化城市管理科供稿）

市城管执法局到五区
开展城市管理考评工作专题调研

11 月 8 日至 12 日，市城管

执法局副局长程斌带领城管考

核科相关工作人员到五区开展

城市管理考评工作专题调研。本

次专题调研的目的是通过深入

了解各区城管执法局城市管理

工作现状，及时掌握新修订的

《佛山市城市管理考核评比暂行办法》实施后对各区城市管理工

作带来的影响和变化，探讨当前各区城市管理的短板和难点，研

究破解制约各区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提升瓶颈的方法。

图为调研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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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会上，各区城管执法局首先就本区城市管理总体情况、

工作机制及管理架构、薄弱环节及产生原因等进行了交流发言，

并就下一步如何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提出各自的工作计划。

市城管执法局城管考核科针对各区城市管理工作现状进行逐一分

析点评，点明短板，查找原因，并给出详细的提升建议。

程斌同志指出，各区要坚持城市管理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的思想，充分发挥好各区城管办统筹协调职能和城管考评“指挥

棒”作用，做好纵向联动和横向协同，创新手段提升城市管理质

量。接下来，各区要以“干净、整洁、有序、美化”为目标进一

步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助力我市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切实

做好以下几方面：

一是主动作为，争取更大的支持和投入。各区要积极主动争

取区委、区政府对城市管理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增加城市管理资

金、人才、设备等各方面的投入，为进一步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

水平提供有力支撑；二是形成合力，强化责任担当。要充分发挥

区城管委（办）的统筹协调作用，坚持区级统筹和属地管理相结

合，明确部门、属地责任分工，完善与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对接、

信息共享、联合联动等机制，进一步细化工作职责，善于借力，

形成强有力的大城管格局，确保各项城市管理工作得到落实；三

是创新理念，强优势补短板。要结合本区实际，进一步加强城市

管理执法工作的业务研究，在强化本区优势的同时，想方设法破

解难点、补齐短板，学习先进经验做法，依靠科技和创新手段，

针对薄弱环节制定有效的整改措施，利用新技术、新理念、新做

法，提升城市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四是加强宣传，提高全民参与

度。做好城市管理宣传工作，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继

续提高市容环境卫生责任书的签订率和履约率，倡导临街商铺、

单位、住宅小区、商业项目落实“门前三包”责任，结合垃圾分

类等城市管理重点工作，加大监管力度，增强和提高市民群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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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工作的认同感和参与度，推动长效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

工作机制的建立。

（市局城市管理考核科供稿）

市城管执法局组织开展对第三季度扬尘污染
防治不合格施工项目相关责任单位现场约谈会

为落实城管执法系统扬尘

污染防治精细化管控要求，进一

步做好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工作，

持续推进空气质量改善，11 月

12 日下午，市城管执法局苏嘉

宏副局长带领执法监督一科、园

林绿化科到南海区桂城街道滨

河景观带半月岛生态公园项目

部，对第三季度扬尘污染防治 3 个不合格的和 2 个存在问题的施

工项目的相关责任单位，组织开展现场会，约谈被督办工地的建

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相关负责人，问题工地所属的禅城、

南海、三水区城管执法局和相关镇（街）综合执法办负责人同时

参会。

会上各项目负责人对环保督查发现督办问题进行了整改情况

报告，各区局和属地部门报告近期管控情况。市局对施工项目自

查自纠和区局、镇（街）综合执法办加强管控力度等方面给与了

肯定，并给出整改建议，要求各区、镇（街）和项目单位要重视

秋冬季节扬尘防治，做到举一反三，既要切实整改目前发现的不

合格施工项目，也要以此为鉴严格管控工地扬尘，确保问题不出

现反复。

（市局执法监督一科供稿）

图为约谈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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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佛两地多部门联合执法
严厉打击跨区域违规处置建筑垃圾

近期，我市城管执法巡查发

现，外市违规跨区域运至我市处

置建筑垃圾的屡禁不止，以广州

渣土运输单位或个人跨区域违

规运输建筑垃圾进入我市处置

问题突出，这些车辆超速、超载、

车厢密闭防遗撒措施不落实，行

驶中造成严重撒漏和扬尘污染。

为全面加强我市建筑垃圾监管力度，有效打击违规处置建筑

垃圾问题，防范化解渣土运输道路交通安全风险，持续改善我市

大气扬尘污染管控，提升城市环境质量。针对当前跨区域违规处

置建筑垃圾造成的问题隐患，佛山市城管执法局与广州市城管执

法局协调商定，自 10 月份开始，两市城管执法部门牵头会交警、

住建、交通等多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整治行动。

10 月 28 日晚，佛山市城管执法局执法部门到南海区广佛接壤

的里水镇广和大桥、大沥镇环洲路、桂城街道海八路督导检查跨

区域违规处置建筑废垃圾联合执法情况，督导检查过程中查获一

辆途经海八路跨区域违规处置建筑垃圾的广州车辆。经现场核查

取证，该车是由广州市地铁（排放地）装载盾构泥前往三水区消

纳（泥尾），已交由南海区桂城街道综合执法办依法查处。

广佛两地将采取定期或不定期多部门联合行动，加强对建筑

垃圾处置排放、运输、消纳全程监管，组织市、区、镇（街道）

统一执法，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和闭环，切实治理跨区域违规处

置建筑垃圾问题。

（市局执法监督一科供稿）

图为联合执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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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管执法局开展 2021 年信访业务培训

为进一步规范信访案件办

理，提升市城管执法系统信访

工作水平，11 月 18 日，市城市

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举行2021年

信访业务培训。市局、各区局

以及各镇街城管部门负责信访

工作人员共 84 人参加了培训。

此次培训邀请了市信访局办信接访科李杰强科长作信访业务

专题授课。李科长立足工作实际、结合案例，从四个方面做了生

动详实的讲授：一是剖析近期全市信访的基本形势和主要特点；

二是解读初次信访事项办理的新规定；三是信访复查复核的注意

事项；四是分享如何做好信访接访工作的心得与经验。

通过培训，大家表示进一步增强了对信访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加强了对信访政策法规的理解，提高了信访事项处理的能力，在

接下来的工作中，要抓好初访案件办理效能和重复访案件源头化

解，为群众解难释疑办实事作出城管执法系统的贡献。

（市局数字化城市管理科供稿）

市城管执法局党员志愿服务
到后街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10 月 29 日，为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落实“我为群众办

实事”，市城管执法局在祖庙街道后街社区文化公园开展党员志

图为培训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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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服务活动。

本次志愿服务活动设有：垃

圾分类游戏、文明养犬宣传和禁

毒宣传。志愿者组织市民参与喜

闻乐见的游戏，使大家进一步加

深了对垃圾分类、文明养犬、禁

毒知识的认识和了解。群众活跃

参与，城管执法局志愿者热忱解答，拉近了党群关系，彰显了“我

为人民办实事”的要义，弘扬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服务精神。

（市局人事科供稿）

数字城管 11 月通报 |
加强城市乱象治理，优化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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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体验城管人围绕城市营商环境品质提升和城市管理中心工作，

确保广告招牌安全、美观、规范，切实加强城市乱象治理。

禅城区

近期，市民拨打 12319 数字城管服务热线反映占道广告牌及

非法张贴小广告的问题，分别出现在禅城区祖庙街道金城街以及

张槎街道张槎三路。

祖庙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员到场查看，发现该商铺在店外人

行道上放置了五个尺寸一致的广告牌，不仅影响市容市貌，也对

图为活动开展现场

http://19.128.226.6/FSUM/Case/javascript:map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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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通行造成一定影响。见此情

况，执法人员立即对店主进行市容

市貌的宣传教育，督促当事人将店

外放置的广告牌收拾好。仅用了半

个小时，店铺外放置的广告牌已清

理完毕。张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

员接到投诉后，立即找到店铺负责

人，向其说明违规情况，并耐心地讲解相关法律法规，店主表示

理解并愿意配合。由于广告粘贴时间较久，处理存在一定的难度，

于是安排多名店员一起对玻璃门上张贴的广告进行清除。优化户

外招牌设施，不断提高城市治理水平，持续回应市民群众对美好

营商环境的向往，实效提升市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乱放置广告牌、乱张贴广告行为严重影响城市面貌的发展，

在此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要从自做起，自行整改违规广告牌匾

等宣传广告，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容环境，为蝉联全国文明示

范城市助力。

南海区

近期，九江数字城管指挥中

心全面排查影响市容市貌的破损

广告招牌，西樵镇综合行政执法

办公室城区工作站针对在城区各

主次干道沿线的各类违规广告开

展专项整治行动。

为规范广告招牌的设置，九

江镇综合行政执法办数字城管指挥中心针对广告招牌破损进行专

项采集排查，特别是突如其来的恶劣天气，排查破损广告招牌任

务更是必不可少，据统计，今年以来九江数字城管指挥中心上报

图为处置现场

图为处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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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招牌破损案件 70 宗，均已按期办结。西樵镇综合行政执法办

城区工作站针对各主次干道、重点区域、重要路段的违规广告开

展专项整治行动，增加了巡检频次，提高管控力度，避免低端劣

质违规设置等问题新增反复。进一步加强了夜间户外广告的规范

管理，提升城市面貌综合景观水平，推进辖区内夜间户外广告管

理转型升级，切实解决夜间户外广告“乱象”问题，做美“景”

字，提升城市形象。

户外广告招牌，反映着一座城市内在品位和管理水平，也延

伸了一座城市美好生活理念，优化户外广告招牌设施，努力打造

一流营商环境。

三水区

近期，市民通过微信上报及

拨打 12319 数字城管服务热线的

方式反映非法张贴小广告的问

题，分别出现在三水区西南街道

以及白坭镇抱龙路高速桥下。

三水区西南街道综合行政执

法办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对该店

违法设置影响市容市貌的店铺招牌、玻璃橱窗广告的行为进行劝

导教育，并积极宣传《佛山市户外广告设置指引》等内容，明确

了户外广告、招牌设置的标准。经执法队员劝导教育，该处店铺

已将墙外广告清除，改为在玻璃橱窗内张贴。小广告乱张贴，一

直以来都是城市管理的顽疾，由于清理不规范、不专业，还会造

成二次污染，与周边的环境格格不入，对此，白坭镇综合执法办

联合广告清理专业队伍，对整改区域内违规张贴广告实施“发现

一起、整改一起”的工作原则，同时要求信息采集人员加强街面

巡查力度，加大对违规广告巡查、发现、清除、查处工作监督力

图为处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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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确保整改到位。

乱张贴不仅影响市容环境和城市形象，清理起来也费时费力，

是需要解决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下一步，三水区将继续加强

辖区内违规广告清理整治力度，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和频率，对违

规广告保持高压态势，巩固整治成效。

（市局数字化城市管理科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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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2021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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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41 18815 98.81% 15664 15500 98.95% 3112 3063 97.30% 412 407 98.79%

南海 26704 26475 99.14% 24512 24341 99.30% 1742 1691 96.13% 617 613 99.35%

顺德 16888 16747 99.17% 14922 14794 99.14% 1485 1477 99.33% 564 559 99.11%

高明 8857 8808 99.45% 7832 7803 99.63% 648 634 97.24% 338 338 100.00%

三水 7082 7019 99.11% 6281 6230 99.19% 532 525 98.13% 405 399 98.52%

合计 78572 77864 99.10% 69211 68668 99.22% 7519 7390 98.28% 2336 2316 99.14%

【注：周期为 20220211..99.1.166-202-20211..1010..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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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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