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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1 年度
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

中共佛山市委员会、佛山市人民政府：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

年）》和《佛山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

市 2021 年依法行政工作要点的通知》等文件要求，2021 年我局认

真开展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现总结如下：

一、主要工作

（一）依法全面履行行政职能

1.积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一是我局推动全市 11个街道

基本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全市 11 个街道已有 4270 个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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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产生源开展垃圾分类，垃圾分类覆盖率 100%。二是全链条完

善分类机制，聚焦分类全过程提升，草拟激励垃圾分类工作方案，

在前端初步建立起一支标志清晰、车容整洁的分类运输车辆队伍；

在中端推进绿化垃圾分类处置设施建设，完善大件垃圾的资源化体

系；在末端重点加快推进餐厨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以“集中+分散”

相结合方式，建成运行 1162 吨/日的厨余垃圾资源化处理系统。

2.大力推进城市园林绿化品质提升。一是强化城市绿化景观

风貌管控，出台《佛山市绿化景观风貌设计指引》。二是推进公园

城市规划的前期工作，启动编制《佛山市公园城市规划纲要》，并

开展中心城区园林绿化品质提升近期实施技术要点编制。三是以宜

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城市为目标，大力推进大型公园、社区（体

育）公园、口袋公园建设和桥梁立体绿化建设。全市公园绿地已完

工 95项，新建公园 131.92 公顷，改造公园绿地 109.39 公顷。

3.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一是依托“佛山通”APP，实现了

“犬只补办”和“犬证注销”两个事项的“秒批秒办”，最大程度

简化手续，做到便民利民。二是全面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有关要

求，我局统筹各区局完成了电子印章的备案工作；依托“佛山通

APP”平台，将身份证等电子证照全面应用于养犬备案系统。三是

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以社区、村居为单位，开

展养犬备案“一站式”服务，现场对犬只进行免疫、现场上传备案

材料、现场发放犬牌，目前已在全市 786个社区，开展 1835 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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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式”服务，现场犬只备案 15439 宗。

（二）完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

1.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立法工作。《佛山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

法》（下称《办法》）被列入 2021 年市政府规章制定项目，我局

按照程序开展调研、起草，组织了多场立法座谈会和论证会，对《办

法》草稿进行了全面论证和评估，于 7月 30日将《办法》送审稿

上报市政府，市司法局于 11月 16 日将《办法》草案正式提交市政

府审议，力争今年年底前通过市政府审议并印发。

2.加强规范性文件管理。一是完成权责清单和行政处罚自由裁

量权标准制定工作。对我局的权责事项进行了全面梳理修正，形成

了共 298 个事项的权责清单。结合新修订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对

我局权责清单中的 252 项行政处罚事项逐一制定自由裁量标准，并

按程序报市司法局审查通过后即可发布执行。二是结合民法典出台

和行政处罚法修订开展地方立法清理工作，对我局负责起草的三个

立法项目进行全面清理，未发现与民法典、行政处罚法相冲突的问

题。三是加强规范性文件管理，对已过有效期的两份规范性文件按

程序上报废止意见，对即将到期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评估，确保规范

性文件与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相一致。

（三）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1.紧抓违法建设治理工作。2021 年是违法建设治理三年攻坚

仗的收官之年，我局统筹各区强势推进违法建设治理工作今年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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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违法建设治理面积 3271.96 万平方米，其中拆除面积 2841.93

万平方米，完成全市治理目标的 100.68%。

2.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一是为巩固我市扬尘治理工作，我

局持续开展了建筑垃圾管理专项整治，全市共出动执法人员 47451

人次，执法车辆 29993 车次，检查工地共 40354 个次，检查建筑垃

圾运输车辆 13543 台次，共处罚建筑垃圾运输车辆 734 台，违规运

输企业共 180 家，消纳场 23个。 二是为进一步减少餐饮企业油烟

及垃圾焚烧的污染，我局加强监督巡查，加大处罚力度，严控露天

焚烧和建成区燃放烟花爆竹污染环境的行为，强化城市建成区餐饮

业油烟污染整治，全市共计出动 30148 人次，检查餐饮店铺 13869

个次，处理露天烧烤档 1319 个次，制止垃圾焚烧 1097 处，制止燃

放烟花爆竹 67处，发出文书 1092 份，立案处罚 257宗。

3.加强和规范户外广告设施管理。加大违法违规户外广告设施

打击力度，对未经许可违规设置、超期设置以及严重影响市容市貌

且无法整改的户外广告设施，一律依法予以处理。全市城管系统累

计派出巡查人员 22592 人次，巡查户外广告设施 24247 个，发现存

在安全隐患的户外广告设施 1828 个，整治安全隐患存在安全隐患

的户外广告设施 1828 个，共 13882.55 平方米。其中累计拆除 1607

个，共 12189.55平方米；加固 99个，共 1250 平方米。

4.积极开展养犬管理工作。一是推动《佛山市养犬管理条例》

实施，实现养犬备案事项“指尖办”，全市犬只备案总申请数 56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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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已领牌 55861 只。二是坚持宣传教育和依法执法相结合，开展

养犬管理执法工作，逐步营造良好的文明养犬社会氛围，全市开展

养犬管理执法行动 4218 次，出动 23125 人次，劝导、教育不文明

遛犬行为 4661 宗，处理涉犬投诉 1178 宗，立案查处违法养犬行为

49宗。

5.充分利用数字城管处置城市管理问题。全市数字城管系统

立案约 120.9万宗，按期结案率 98.7%，日均处置案件约 3483 宗；

公众投诉立案约 17.8 万宗，办结率 97.8%。市级平台立案约 3.5

万宗，办结率 98.2%；处理各类政务网络平台转来的案件 103 宗，

办结率 100%。

（四）积极化解矛盾纠纷

1.积极答复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我局今年共办理政府信息公开

申请 12宗（其中收到市政府转办 1宗），内容主要涉及违法建设

治理、垃圾分类等内容。所有申请均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答复，答复

均得到申请人的认可，没有因此而发生诉讼和复议案件。

2.积极开展信访工作。我局共接待群众来访 35 批 60 人次；受

理或转办群众来访、来信及上级交办等各类渠道的信访案件共 107

宗：目前由我局受理或转送区局办理的案件已办结 97 宗,办结率

90.65%，未办结的 10宗案件均在办理期限内。

（五）完善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

我局做好人大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共办理了 8份人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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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11份政协提案，其中人大建议 4份主办、4份会办，政协提

案 3份主办、8份会办，内容主要集中在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市容

环境管理等方面。全部人大建议、政协提案均按期办结，反馈意见

均为“满意”。

（六）积极开展各项普法宣传工作

一是我局将宪法法律学习列为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

重要内容，深化宪法、民法典学习宣传贯彻实施。我局积极参加省

住建厅开展的“民法为民 粤建越美”系列活动，报送了两个原创

节目参加比赛，两个节目均入围决赛前十强，且被省住建厅授予

“2021 粤建十佳公益普法宣讲大使”和“2021 粤建公益普法宣讲

人”荣誉称号。

二是按照“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谁主管谁负责”

要求，我局在祖庙街道的南浦社区、同兴社区、福贤社区莲花广场、

南海区西樵镇、桂城街道保利壹号公馆社区、保利水城等开展了多

次普法“四进”活动。通过与市民群众直接面对面交流，广泛宣传

普及了宪法、民法典、行政处罚法、养犬管理等法律法规和生活垃

圾分类政策要求，增强市民群众对城市管理工作的认同感和参与

感，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格局。

三是利用其他重大节日开展户外宣传日活动，结合 12月 4日

国家宪法日及“宪法宣传周”，我局积极开展各项普法宣传活动，

利用局办公大楼的公共宣传屏，局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户外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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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简报等宣传载体，通过播放宣传视频，宣传海报等形式，将宪

法宣传内容对社会公众进行宣传。

（七）加强法治业务培训工作

为加强城市管理执法队伍建设，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规范城

市管理执法行为，4月，组织全市城管执法系统领导干部及相关业

务骨干共 85人，赴扬州大学开展为期 5天的城管执法业务培训；5

月，举办了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外观检测及审批业务培训会议，全市

城管执法系统审批业务相关工作人员共 54 人参加了培训；7 月，

举办了新修订行政处罚法专题讲座，我局全体公务员、工勤人员和

政府雇员 60 余人参加了专题讲座；8 月，分别组织了《广东省城

乡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宣贯线上培训会议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辅

导讲座；9 月，组织市、区、镇街三级城管执法人员共 20 人参加

全省城市管理执法规范化专题培训班；12月，结合“宪法宣传周”

组织开展宪法专题法治讲座。

二、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落实

情况

（一）加强党对法治政府建设的统一领导，部署落实法治政府

建设工作

局党组书记、局长亲自过问我局在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中遇到的

重大问题，及时听取有关工作安排。局党组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

作，部署我局的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结合我局工作实际制定了《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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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 2021 年依法行政工作要点》，全面推进

法治政府建设。各科室在局党组统一领导下，按照职责分工开展工

作，确保我局法治政府建设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二）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局党组书记、局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

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全方位、多层次做好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宣传贯彻实践。

我局制定了《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1 年普法依法治理

工作要点》，要求将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局党组理论学习

中心组专题学法计划，局党组书记、局长认真聆听了省委党校法学

教研部主任讲授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精神，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

想精髓，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提高运用法治思维能力。

三、2022 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计划

2021 年我局认真贯彻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积极

开展各项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被市委授予“佛山市依法治市工作先

进单位”荣誉称号。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加强城管队伍建

设、开展执法队员培训、打造高素质的城管执法队伍方面还有一定

差距；依法行政制度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社会普法方式方法和内

容过于单一，有待创新。

2022 年我局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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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实际工作，继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工作计划如下：

（一）全力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结合《佛山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颁布施行，做好政策解

读和宣传工作，加大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全市统筹力度，同时贯彻

落实好《佛山市生活垃圾处理“十四五”规划》主要内容，强化生

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全过程全链条建设和监管，持

续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传，重点做好到户宣传及桶边督导工作，营

造全社会参与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

（二）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一是继续抓好违法建设治理工作，加快违法建设图斑录入工作

并对已录入的图斑信息进行严格复核复查，严控质量，提高普查工

作效率，以强力推进的态势，确保按进度完成普查工作。充分发挥

违法建设治理信息平台作用，继续在摸清底数、化解存量、严控增

量三方面下功夫；开展佛山市违法建设治理信息平台升级以及“空

天地”一体化创新工程建设工作，通过构建防控、监督、共享、服

务为一体的立体防控体系，提高严控新增的目的。二是加大违规处

置建筑垃圾整治力度，依托佛山市建筑垃圾智能管理信息系统，加

强对建筑垃圾处置排放、运输、消纳全过程监管，组织市、区、镇

（街道）统一执法，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和闭环，促进建筑垃圾运

输规范化、制度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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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

做好宪法法律宣传教育工作，组织领导干部常态化开展宪法

宣传教育，落实 12.4 国家宪法日宣传教育工作。加强党员干部法

律素质培养，建立健全中心组专题学法制度、干部学法制度和法制

业务骨干培训等制度。严格落实“谁主管谁负责”“谁执法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开展普法宣教“四进”等系列宣传

活动，形成自觉学法、信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1 年 12月 15日

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办公室 2021年 12月 1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