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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党史学习教育第五巡回指导组
莅临市城管执法局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地调研和工作座谈会

省委党史学习教育第五巡回

指导组于 12 月 15 日下午到市城

管执法局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地调研和工作座谈会，省巡回

指导组实地调研了亲仁公园“口

袋公园”项目建设情况，了解口

袋公园的社区服务功能、文化特

色，充分肯定我局“口袋公园”项目利用城市空隙增设绿色公园、

以人民为中心的主动作为。省委巡查指导组在座谈会上详细听取

了我局关于“我为群众办实事”五大重点民生项目的进展情况，

点赞了我局在为建筑垃圾运输企业解决办证难题上，将申办审批

时限由 20 个工作日变更为 5 个工作日的举措；肯定了我局今年在

保障中高考、公务员考试等考场周边市容秩序，为考生提供安静、

有序的考生环境的工作成效；同时认为推进“口袋公园”建设，

图为座谈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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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市民提供更多休闲活动场所，增强社区凝聚力以及开展犬只备

案“一站式”上门服务，帮助市民了解犬只免疫、犬只办证等管

理规定等工作确实体现了城管为群众办实事的初心，以微改变促

进了真融合，拉近了城管执法队伍与群众的距离；并鼓励我局要

进一步提升 12319 城管热线服务市民的效能，畅通公众投诉渠道，

真正做到利为民所谋。

最后，省巡回指导组徐和组长提出今后城管系统要继续贯彻

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强化城市管理职

能，把党史学习教育同业务工作结合起来，以“我为群众办实事”

为载体，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推动城市管理服务精细化。

推进好“我为群众办实事”重点民生项目建设，将持续开展城市

管理精细化提升行动，打造人民幸福城市；推进垃圾治理能力现

代化提升行动；融入数字化管理，开展城市治理数字赋能行动；

开展综合执法能效提升行动，打造新时代文明执法之师。局党组

书记苏仕超同志代表全局做表态，将把各项工作开展与提升社会

治理有机结合，以蓬勃社会活力彰显佛山城市魅力。

（市局人事科供稿）

市城管执法局传达学习贯彻
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佛山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提出，今后五年要埋头苦干、勇

毅前行，推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方面发展向高

质量快速跃升，全力成为十五项重点工作领头羊，为广东在新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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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

煌作出佛山更大贡献。市城管执

法局紧紧围绕“515”这一战略

目标，把全面领会市第十三次党

代会报告精神、积极抓好任务落

实、勇毅推进全市城管执法工作

再上新台阶作为当前全市城管

执法系统主要任务来抓，为助力

佛山争当地级市高质量发展领头羊争分夺秒抓好工作部署。

一是及时详细传达党代会精神。局党组书记苏仕超同志参加

完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后立即于 11 月 30 日上午召开全局干部职工

工作会议，详细解读了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认为报告点题破

题准确，思路目标清晰，令人鼓舞奋进，要求提前制定好工作方

案，做好任务分解，各科室要主动认领任务，全局人员要把坚持

贯彻落实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工作动力，全力推进城管

执法工作再上新台阶。

二是切实抓好任务落实。为进一步抓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任

务落实工作，苏仕超书记于 12 月 2 日上午结合局前期拟定的任务

分解方案，召集各科室主要负责人再次进行研讨，认真听取各科

室对做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的意见建议，并就主动落实好市第十

三次党代会任务要求，结合局重点工作提出了 12 项具体举措，全

力助力我市实现“515”工作目标、争当高质量发展领头羊。

三是全力督促各区城管执法局抓好工作落实。为全面推进全

市城管执法工作再上新台阶，督促各区局抓好工作落实，市城管

执法局于 12 月 6 日上午召开五区局长会议，就抓好市第十三次党

代会任务落实、全力推进城管执法工作再上新台阶进行动员部署，

提出更高要求。各区城管执法局都把落实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

图为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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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作为当前重要工作，积极召开党组会议、专题会议等，加紧部

署落实。

四是积极做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的宣贯工作。全市城管执法

系统坚决把学习贯彻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

务抓实抓好，及时召开支部党员大会、专题学习会等进行学习，

并充分发挥局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平台作用，大力开展学习

宣贯活动，把市党代会精神广泛传播到广大干部职工中去，激励

广大干部职工为全力推进我市城管执法工作再上新台阶而合力同

心、日夜兼程、砥砺奋进。

（市局办公室供稿）

市垃圾分类办召开垃圾分类推进会

12 月 22 日上午，市垃圾分

类办在市城管执法局2楼会议室

召开了佛山市推进垃圾分类工

作座谈会。市城管执法局党组书

记苏仕超出席并讲话。市商务

局、文广旅体局、市场监管局、

生态环境局、邮政管理局、各区

城管执法局及各街道分管领导

与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总结分析了全市各区第 3 季度资料检查和第 4 季度现场

检查中的亮点和不足问题。市商务局、文广旅体局、市场监管局、

生态环境局和邮政管理局分别汇报源头减量工作进展情况，各街

道和各区城管局汇报当前垃圾分类的工作进展、存在问题和明年

工作计划。

图为工作座谈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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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苏仕超书记作强调：一是各区要高度重视垃圾分类

工作，重点关注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快递等行业过度包装、居民

区楼层撤桶等问题；二是要积极探索推动由同一机构实行垃圾收

集、转运、处理的“全链条”工作机制；三是要通过法规、价格

机制、基础设施配套和统计制度完善等一系列的举措，探索建立

城市垃圾现代化管理体系；四是要通过走访调研，研究探索企业

内循环、行业内循环和社会内循环的垃圾源头减量工作措施；五

是要加大力度做好生活垃圾督导和宣传工作，争取明年推动全市

32 个镇街基本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
（市局市政环卫科供稿）

市城管执法局加强
节前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检查督导

为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和市安委办关于安全工作的部署，

切实做好“元旦”“春节”期间全市城管理执法领域安全生产和

消防安全工作，督促各区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力度，强化行业监管，

防止事故发生，市城管执法局局领导分别带队到各区进行全市城

管执法系统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检查督导。

局党组书记苏仕超同志于

12 月 29 日上午，带队到禅城

区开展检查督导，重点检查了

文华公园建设工程改造项目，

参观了禅城智慧城管指挥中

心，并与禅城区城管执法局进

行了座谈，充分了解了智慧城

管运行及建筑垃圾运输车辆、

违法建设等管控情况，要求禅城区局加强公园设施管理，加大隐
图为苏仕超书记在禅城区开展安全检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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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排查治理，切实做好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

局长林国荣同志于12月30

日下午带队赴三水区开展检查

督导，实地检查了白坭镇生活

垃圾收集站，召开座谈会听取

了三水区局关于三水绿色环保

项目进展有关工作汇报，并强

调，“两节”将至，抓安全是

重中之重的工作，三水区城管

执法部门要高度重视，时刻绷紧安全弦，坚决守住安全红线，全

面排查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确保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位，切

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局分管领导余凤英、程斌、苏嘉宏和邓政明同志也分别带队

到区局进行了检查督导，重点检查了易发生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

事故的部位和场所，提出要紧抓安全工作，落实主体责任，确保

市民群众过一个安全祥和的节假日。

（市局办公室供稿）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调研组到我市检查指导

12 月 27 日、28 日，省住房

城乡建设厅“系统防范化解住房

城乡建设领域道路交通安全风

险”调研检查工作组到我市检查

指导工作。

市城管执法局、住房城乡建

设局、交通运输局、应急管理局，

图为林国荣局长在三水区开展安全检查现场

图为检查指导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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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城区城管执法局，佛山市建筑废弃物处置协会、运输企业代表

等单位和负责人参加并接受了工作组对相关工作的检查指导。

检查工作听取了市城管执法局关于系统防范化解住房城乡建

设领域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建筑垃圾处置管理、施工扬尘治理等

方面工作汇报，参观了市城管执法局建筑垃圾智能管理信息系统

平台工作开展情况，与市建筑废弃物处置协会及运输企业代表组

织了座谈交流，对我市城区部分机非路段设施设置点和施工路段

事故风险防范点开展了实地检查，并对城管执法系统行政执法案

卷进行了评查。

检查组周群文同志总结通报了检查情况，对我市系统防范化

解住房城乡建设领域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工作给予了肯定，并对下

一步工作提出要求：要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关系；处理好

服务、管理与执法的关系；处理好主办与协办的关系。

局党组成员、三级调研员邓政明同志代表市城管执法局对工

作组意见建议表示完全接受，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表态发言。
（市局执法监督一科供稿）

市城管执法局赴肇庆市四会黄田镇
开展乡村振兴工作调研

自 2021 年 7 月以来，由佛山

市城管执法局等单位组成帮镇扶

村工作队，到肇庆市四会黄田镇

开展助镇帮镇扶村工作，助力当

地乡村振兴。12 月 14 日，市城管

执法局林国荣局长率队赴黄田

镇，先后到朝向集团草坪草育种

与培育基地、黄田村委先生塘自然村、四会市沙糖桔省级现代化
图为座谈交流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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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园，对企业生产、村容村貌等开展了实地调研，并与佛

山驻黄田镇帮镇扶村工作队就乡村振兴工作召开座谈交流会。

座谈会上，林国荣局长对工作队在乡村振兴、帮镇扶村工作

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勉励工作队员们一定要按照乡村振兴工作

的要求，切实做好帮镇扶村工作，并提出了三点工作意见：一是

要强化领导，压实责任，全面落实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切实

做出工作成效；二是要发挥优势，助力振兴，充分利用物流、冷

链资源以及黄田镇交通便利的优势，加大特色农产品推广销售力

度，大力宣传黄田镇历史、人文、好山、好水、好产品，打造黄

田镇品牌，助力黄田镇乡村振兴；三是要加强沟通，形成合力，

借助好乡村振兴帮扶的政策优势，加强与各组团帮扶单位及当地

镇委镇政府之间沟通，形成合力，共同推动黄田镇的乡村振兴。

市城管执法局党组成员、三级调研员邓政明及市局办公室、

城市管理考核科相关负责人参加了调研。

（市局办公室供稿）

市城管执法局多措并举开展禁毒工作

今年以来，市城管执法局按

照市禁毒委工作部署，积极履

行禁毒职责，进一步提升“创

建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宣传氛

围，致力构建新时代禁毒新格

局。

强化组织领导，落实禁毒责

任。为确保禁毒工作的有效开

展，印发《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1 年禁毒工作方案》，

图为开展禁毒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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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市城管执法局禁毒工作领导小组，严格落实主要领导为禁毒

工作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为直接责任人,明确具体科室落实各项

禁毒职责任务，大大增强了禁毒工作的主动性，扎实推进禁毒工

作的各项措施。

强化挂点帮扶，夯实督导责任。按照市禁毒委统一工作部署，

市城管执法局挂点南海区西樵镇，落实对口联系、督导、帮扶。

印发挂点帮扶西樵镇禁毒工作方案，成立挂点帮扶工作组，采取

听取汇报、座谈交流、查看台账、实地检查等方式，先后 5 次深

入西樵镇开展常态化督导检查。期间，市城管执法局与西樵镇禁

毒办共同建设河滨公园及樵园公园亲水长廊禁毒宣传设施，增加

主题公园标志、宣传栏以及标语花草牌等元素，丰富了禁毒主题

公园长廊宣传内容，让市民在游览公园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学习禁

毒知识，为辖区禁毒预防教育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强化禁毒宣传，增强禁毒意识。今年 6 月 26 日，是第 34 个“国

际禁毒日”。针对新型毒品呈蔓延趋势，结合“全民禁毒宣传月”

的工作要求，市城管执法局充分利用“佛山城管执法”微信公众

号，发布禁毒宣传视频，详细介绍新型毒品类型以及防毒知识，

进一步加大禁毒宣传教育工作力度。为贯彻落实“我为群众办实

事”工作，积极履行禁毒职责，10 月 29 日，市城管执法局深入祖

庙街道后街社区文化公园开展禁毒宣传活动。现场通过发放禁毒

宣传手册向群众宣传毒品的危害及如何禁毒防毒等知识，呼吁群

众提高自我防范意识，牢固构筑拒毒、防毒思想防线。

2021 年，在市禁毒委的指导下，市城管执法局禁毒工作取得

明显成效。接下来，市城管执法局将继续加强组织领导，把禁毒

工作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来抓，主动作为，切实抓好禁毒挂点帮扶

和宣传工作，全力推进禁毒工作向纵深发展。

（市局数字化城市管理科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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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城管 12 月通报|
坚持问题导向 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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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线上线下执法联动，从源头助力扬尘

污染防治，改善全市空气环境质量，为市民营造一个更整洁、更

舒心的生活环境，提升市民幸福感。

南海区

近期，市民通过拨打数字城

管服务热线的方式反映：南海区

狮山镇某工地出现建筑垃圾车

辆带泥上路，篷布未密闭的情

况。

罗村综合执法中队执法人

员接到案件后立即前往现场处

理，根据案件信息找到该处的施

工负责人，责令其立即停工整改，同时洒水降尘。事后，当地村

民说道：“该工地之前天天在施工，且没有采取有效的防尘措施，

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经过后就会烟尘滚滚，现在采取洒水降尘措施，

让他们停工整改，空气都变清新了，的很感谢你们”。为切实做

好城市环境管理，里水数字城管中心开展大型专项采集工作，围

绕工地相关问题，主要采集运输车辆撒漏、工地扬尘等情况，本

次专项行动已采集共计 89 宗，有效处置率达 98%。

建筑垃圾运输车辆不密闭，容易产生“滴、漏、抛、洒”等

现象，从而使路面上产生扬尘污染，南海区数字城管指挥中心加

大了对辖区内在建工地的巡查力度和密度，积极落实建筑工地“六

图为部分现场处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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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百”防尘措施，切实有效维护辖区的市容环境，多措并举

打好蓝天保卫战。

顺德区

近期，市民通过拨打数字城管服务热线的方式反映陈村附近路

段有建筑垃圾车辆带泥上路，导致扬尘情况出现。

顺德区执法人员接到案件

后立即前往现场处理，发现情况

属实且遗撒路段较长，随后迅速

安排工作人员对道路进行清洗

并安排专员通过建筑垃圾智能

管理信息系统对附近工地出入

口的监控视频进行核查。针对存

在的问题，执法队员联系到相关

负责人，要求其对出入口路面进行硬化处理，并设置出场车辆高

压冲洗设施，对驶离车辆实施冲洗。

下一步，顺德区将充分运用佛山市建筑垃圾智能管理系统，

对各类工地及道路实时监测，通过污染源线上巡检和线下巡查相

结合的方式，加强建筑工地现场源头管控，及时发现及时处置各

类带泥上路、车身不洁、“滴、漏、抛、洒”等违规现象。

高明区

近期，高明区信息采集监督员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更合镇某

工地在施工过程中未按要求采取有效防尘措施造成扬尘现象，影

响周边居民生活空气质量。

高明区信息采集员发现问题后，立刻拍下现场照片同时上报

至数字城管平台，数字城管指挥中心工作人员迅速受理案件，第

一时间派遣至责任单位进行处置。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工

地没有全面落实六个百分百防治措施，未按要求采取有效防尘措

图为部分现场处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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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随即要求工地开启降尘设备。在数字城管监督机制下，更合

镇综合行政执法办快速响应，整个过程在两个小时内就处理完毕。

下一步，高明区将紧抓扬尘污染不松懈，不断强化检查力度，

全力做好建筑垃圾排放、运输、消纳全程监管，切实抓好源头管

控，精准抑制扬尘污染。

三水区

近期，市民通过拨打数字城管服务热线的方式反映积存建筑

垃圾、施工扬尘的问题，分别出现在三水区云东海街道伏户牌坊

附近及西南街道文锋西路附近工地。

三水区云东海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办执法人员到达现场查看，

发现情况属实且偷倒建筑垃圾体积较大，随后迅速安排专员对附

近摄像头资料进行查询取证，同时安排工作人员对该处的建筑垃

圾进行清理。在清理完毕后执法人员还每天线下巡查走访，定期

与工程运输负责人、建筑垃圾运输车辆驾驶人员进行座谈交流，

宣传建筑垃圾管理相关政策法规，讲解违法案件案例，提升从业

人员的法律意识。西南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执法人员到达现

场查看后，立刻要求工地负责人进行场内围挡并洒水降尘。为有

效落实工地行业源头治理及扬尘防治，西南街道执法办对在建工

地进行专项执法检查，把好扬尘污染源头关。

城管部门始终以民意民声为导向、以民愿民盼为引领，聚焦

短板问题，细化工作措施，创新治理手段，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扬

尘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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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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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89 22323 99.26% 18498 18378 99.35% 5513 5462 99.07% 533 532 99.81%

南海 31487 31355 99.58% 28460 28371 99.69% 4419 4384 99.21% 725 724 99.86%

顺德 19481 19386 99.51% 17099 17011 99.49% 2174 2169 99.77% 638 636 99.69%

高明 9500 9456 99.54% 8417 8390 99.68% 1313 1302 99.16% 287 284 98.95%

三水 7797 7766 99.60% 6795 6774 99.69% 1012 1005 99.31% 339 338 99.71%

合计 90754 90286 99.48% 79269 78924 99.56% 14431 14322 99.24% 2522 2514 99.68%

【注：周期为 20220211..1010.1.166-202-20211..1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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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