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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编印 2022 年 3 月 4 日

市政协副主席郑灿儒率第 23 调研组赴顺德区

开展 2022 年“企业暖春行动”

根据《佛山市 2022 年“企

业暖春行动”工作方案》统一部

署，2 月 24 日、28 日，市政协

副主席郑灿儒率领市政协办公

室、市城管执法局、市自然资源

局组成的第 23 调研组赴顺德区

开展“企业暖春行动”。

调研组以实地调研和座谈调研的形式，先后走访、座谈调研

广东日出东方空气能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裕达珠宝首饰制造

有限公司等四间企业，组织佛山市顺德区冠新电镀有限公司、顺

德区巨科电器有限公司等六间企业召开“企业暖春行动”调研会

议。市政协副主席郑灿儒传达市委、市政府支持企业发展的政策

措施，主动与企业家座谈交流，了解当前制约企业发展的困难和

问题，并一一回应答复。调研组收集各类意见和建议共 27 条。

郑灿儒表示，一是调研组将把本次调研收集到的问题、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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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工作协调会现场

和建议向市相关部门反映，发挥市、区各部门作用，积极协调、

全力解决企业难题，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协助企业迈向高质量发

展。二是希望企业负责人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创新发展，技术上不

断突破、产品上更有竞争力、服务上更优质。三是期望企业家们

多向政府部门建言献策，提出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建议和意见，

助力佛山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主任马湘雨，市政协办公室一

级调研员黄卫平，市城管执法局党组书记苏仕超，市城管执法局

党组成员、三级调研员邓政明，以及市自然资源局，顺德区城管

执法局相关人员参加了调研活动。

（市局数字化城市管理科供稿）

市垃圾分类办召开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协调会

2 月 18 日上午，市垃圾分类

办在市城管执法局二楼会议室

召开了佛山市推进垃圾分类工

作协调会。市发展改革局、教育

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商务局、文广旅体局、市

场监管局、团市委及邮政管理

局，各区城管执法局及全市 11 个街道的分管领导和业务骨干参加

会议。市城管执法局党组书记苏仕超、副局长余凤英、四级调研

员毛东方出席会议。

会上首先通报了近期市垃圾分类办对各区的现场检查评估存

在问题，并对省 2021 年第四季度垃圾分类考核现场评估迎检工作

作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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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市直各部门分别汇报 2021 年源头减量工作情况和 2022

年工作计划，各区城管执法局分别汇报迎接省检现场评估的准备

工作进展和 2022 年工作计划。

最后，市城管执法局党组书记苏仕超、副局长余凤英作总结

发言，并要求：一是市直各单位和各区城管执法局必须高度重视

省垃圾分类考核现场评估，做好相应迎检准备，争取早日完成至

少 2 个示范区的创建工作；二是积极推进居民区楼层撤桶，做好

桶边督导工作，将更多的物业资源分配在生活垃圾投放和收集管

理环节上；三是要求市直各部门根据责任分工，重点关注生活垃

圾源头减量，推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快递等行业减少

过度包装等问题，做到前端分类减量，中端大类分流，末端资源

利用；四是严格落实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通过宣

传与执法两抓手，对不配合生活垃圾分类的主体予以处罚，以管

理促分类；五是着力提升生活垃圾分类知晓率，通过开展多渠道

全媒体等形式开展宣传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形成浓厚氛围；六是

积极开展常态化现场评估和评价反馈，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规

范化、长效化。

（市局市政环卫科供稿）

2021 年第四季度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评估组来我市现场检查

2 月 28 日-3 月 1 日，2021 年第四季度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评估组到佛山市进行现场检查，市城管执法局副局长余凤英、

四级调研员毛东方带领市政环卫科陪同检查。

2 月 28 日上午，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评估组到我市示范

街道创建的现场随机抽检，现场抽签确定检查单位后，立即前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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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工作评估检查现场

个市直公共机构、禅城区张槎街

道、顺德区伦教街道和三水区云东

海街道合共 30个八大产生源机构，

开展为期 2 天的实地检查。

现场检查情况总体良好，省评

估组提出以下三点建议：一是建议

各行业、各单位明确责任分工，通

过定期检查考核督导通报，形成长效特色机制；二是建议标杆单

位做好示范引领，通过党建引领多渠道宣传开展，对各类人员定

期进行培训考核，全民参与垃圾分类，提高垃圾分类知晓率；三

是建议逐步完善各类垃圾收运处理体系，对厨余垃圾不分类的单

位逐步拒收，做到城市管理精细化。

（市局市政环卫科供稿）

市城管执法局第二党支部
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

2 月 26 日，为进一步巩固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市城管执法局

第二党支部在同华社区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开展垃圾分类、

养犬管理社区摊位宣传活动。现场通过垃圾分类投放游戏、养犬

管理问答等，吸引了众多社区居民参与，加深了居民对垃圾分类

的了解，引导群众规范养犬，此次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市局机关党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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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交流座谈现场

江门市城管执法局来我市调研
城市管理考核和智慧城管建设运维工作

2 月 23 日下午，江门市城管

执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谭国忠

一行 9 人到佛山市城管执法局调

研城市管理考核和智慧城管建设

运维工作。市城管执法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程斌及城管考核科、

执法监督一科、数字城管科相关

人员参加了此次调研。

会上，佛山市城管执法局城管考核科首先就佛山市城市管理

考核评比组织架构、人员配备、公众满意度测评方式、创新举措

等相关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执法监督一科向调研组介绍了综

合执法工作的效能考核标准及考核结果的运用；最后调研组一行

了解了数字城管科关于数字城管系统平台的运行情况并参观了佛

山市数字城管指挥中心。

江门市城管局调研组对相关情况一一进行了深入了解和交

流。他们表示，佛山市的城市管理工作经验给江门市城市管理工

作的提升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希望今后能进一步加强两地

城市管理领域的学习交流。
（市局城市管理考核科供稿）

召开 2022 年违法建设治理
及建筑垃圾管理工作部署会

2 月 22 日上午，市城管执法局召开了 2022 年违法建设治理及

建筑垃圾管理工作部署会，五区城管执法局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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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工作部署会现场

会议。

会上，五区城管执法局各分

管领导分别汇报了 2022 年违法

建设治理及建筑垃圾管理工作

重点，随后，市城管执法局执法

监督一科负责人点评了 2021 年

工作并对 2022 年的工作进行了

说明。

会上，市城管执法局副局长苏嘉宏强调：一是要求各区迅速

部署开展违法建设治理及建筑垃圾管理工作，把握关键重点，按

时按质完成今年工作任务，巩固工作成果，持续提升城市风貌；

二是各区要强化组织领导，发挥统筹协调，加强沟通交流，及时

分享经验，互相学习借鉴，促进全市违法建设治理及建筑垃圾管

理工作总体提高；三是在做好违法建设治理及建筑垃圾管理工作

的基础上，切实做好维稳工作，增强安全生产工作敏感性和责任

感，加强“强转树”的工作，高标准，严要求，依法行政文明执

法，保障社会安全稳定。

（市局执法监督一科供稿）

召开全市城管执法系统宣传工作会议

为切实做好全市城管执法系统宣传工作，高标准铺排全年宣

传各项工作重点，2 月 22 日下午，市城管执法局召开全市城管执

法系统办公及宣传工作会议，会议由市局党组成员、三级调研员

邓政明主持，市、区局办公室主任以及负责宣传工作相关工作人

员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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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各区局首先就 2021

年城管执法宣传工作开展情况

及 2022 年宣传工作计划进行汇

报交流，市局相关科室结合各自

工作提出相关宣传工作要求。市

局办公室负责同志通报 2021 年

宣传稿件及政务信息报送情况，

对《2022 年佛山市城管执法系

统宣传工作意见》（征求意见稿）进行解读。

邓政明传达了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对全市城管

执法系统过去一年宣传工作予以肯定，对做好今年宣传工作，提

出了工作意见，强调要坚持讲政治，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要

善于用鲜活的城管人和事加强形象展示，不断提升全市城管执法

系统宣传工作水平。

（市局办公室供稿）

数字城管 2 月通报
春节不打烊 祥和过大年

2 月，喜迎虎年春节。春节期间，城市管理问题相比平时较少，

除了日常采集外，重点工作主要分布在市容环境、噪音污染、安

全隐患，影响市民出行等方面的问题。他们贴心为民，无私奉献

在自己的岗位上，提升着市民群众春节的幸福指数。

南海区

持续整治占道经营 不断提升春节期间街面秩序。狮山镇智慧

城市运行中心采集员巡查发现，罗村街道兴隆街附近存在流动摊

贩占道经营的现象，影响了街面环境和交通秩序，为居民出行带

图为宣传工作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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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不便。坐席员随即将案件下派至狮山镇执法办，执法人员赶

到现场立即对现场无照游商占道

经营的违法行为进行整治，利用宣

传劝说的方式增强游商自觉性，并

指引到指定区域进行规范经营。春

节期间，城管部门保持值班电话

24 小时畅通，确保城市管理各项

工作无空档、无死角，用行动实现

执勤全天候、责任全覆盖、管理无缝隙的工作保障。针对辖区内

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的现象，采集员将加大巡查力度，扩大巡查范

围，为春节期间干净整洁的街面秩序助力。

顺德区

开展专项整治 让市民远离噪音静享新春佳节。1.市民来电反

映，春节期间在体育公园有广场舞

爱好者聚集跳舞，音响声音影响周

边居民休息。接投诉后，执法人员

迅速前往现场对正在跳广场舞的群

众进行宣传教育，力争群众理解和

支持，并要求公园管理单位切实加

强巡查管理力度，共同对公园内产

生噪音的情况进行管理。2.市民来电反映，春节期间十亩地某餐

饮店油烟管道风机启动时外机产生的噪音和管道震动，严重影响

了周围的居民正常休息。接投诉后，执法人员迅速前往现场进行

核实，发现被投诉餐饮店的管道风机安装在房屋外立面，与居民

房屋相邻，执法人员要求餐饮负责人加强隔音、防噪措施，最大

限度降低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春节期间，城管人始终坚持“以民

为本”的服务理念，积极回应群众诉求，为群众解决困难。

图为部分处置现场

图为部分处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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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区

化粪池堵塞惹民愁 城管春节不休解民忧。除夕的前一天，市

民在“市长直通车”平台上反映：

文明路松涛 4 巷化粪池堵塞，并且

已出现污水反涌到家里的现象。数

字城管股收到案件后，马上启用紧

急案件“124”的督办机制，要求

区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在1小时内与

投诉者取得联系了解情况，并于 2

小时内到现场跟进处理，4 小时内把结果回复至平台。经过城管各

部门的通力合作，仅用 2 小时便完成全部疏通工作。事后回访市

民，其对处理结果表示非常满意。春节期间，“市长直通车”平

台共收到关于化粪池和下水道堵塞相关案件 116 宗，按期结案 116

宗，不仅按期结案率达到 100%，并且不少案件都得到了城管系统

的快速反映。虽然城管人未能取得“金杯银杯”，但坚持不忘初

心，坚持服务市民，也必然能得到“老百姓的好口碑”。
（市局数字化城市管理科供稿）

图为部分处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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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2022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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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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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城 20906 20770 99.35% 19174 19103 99.63% 299 297 99.33%

南海 28799 28685 99.60% 27506 27411 99.65% 468 466 99.57%

顺德 18892 18813 99.58% 17092 17037 99.68% 411 407 99.03%

高明 9566 9512 99.44% 9157 9109 99.48% 205 205 100.00%

三水 6815 6774 99.40% 6433 6404 99.55% 235 234 99.57%

合计 84978 84554 99.50% 79362 79064 99.62% 1618 1609 99.44%

【注：周期为20220211..1212.1.166-202-20222..11..1515】

报：陈伟明副市长，林小芳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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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