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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办法》启动仪式现场

2022 年第 4 期(总第 28 期)

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编印 2022 年 4 月 6 日

4 月 1 日《佛山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
正式实施

4月1日上午，《佛山市生

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正式实

施启动仪式在禅城区鲤鱼广场

举行。市长白涛、副市长黄少

文、各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

市城管执法局局长苏仕超出席

启动仪式，市、区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领导、媒体代表近50人参加了启动仪式。

白涛市长在启动仪式上讲话，表示垃圾分类是一场发展理

念和生活方式的深刻革命，既是民生关键小事，又是关乎生态

文明建设的大事。他指出，《办法》出台实施后，一方面要加

强市区联动、部门协同，认真落实“管行业要管垃圾分类”的

要求，真正做到源头环节集约减量、投放环节精准分类、收运

环节规范有序、处置环节能力匹配，以全链条管理体系实现垃

圾分类全覆盖；另一方面在教育、动员和引导全社会广泛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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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疫情防控工作会现场

上下更大功夫，促使垃圾分类的理念和行动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让垃圾分类成为全社会的文明自觉、行为习惯、良好风尚。

白涛市长强调，全市上下要干在实处、久久为功，打好这

场生活垃圾分类的人民战争，让佛山大地更清洁、更美丽、更

宜居，为佛山争当地级市高质量发展领头羊增添绿色发展新动

力。

启动仪式上，市城管执法局局长苏仕超解读了《佛山市生

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
（市局市政环卫科供稿）

召开疫情防控工作会议

为贯彻落实省、市疫情防控

工作要求，3 月 17 日下午，市

城管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苏仕

超在局二楼会议室主持召开市

城管执法局疫情防控工作会议，

局全体人员参加会议。

会上，苏仕超局长、程斌副

局长分别传达了近期省、市疫情防控相关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全

市城管执法部门要提高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在切实做好城管执法领域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坚决服从

疫情防控工作安排，积极参与全市及所在社区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为我市疫情防控贡献城管执法应有力量。

会上，对我局疫情防控工作进行了部署，一是要进一步完善

局疫情防控应急指挥体系，落实三级值班制度。二是要做好防疫

应急物资储备，全力保障城管执法系统相关工作人员在疫情防控

工作中的物资需求。三是要坚决服从疫情防控工作安排，按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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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疫情防控督导检查现场

的工作部署，积极响应开展各项疫情防控工作。四是要重点做好

环卫相关设施、城市市政公园等城管领域重点场所的疫情防控，

做好相关工作人员的健康排查，按照要求不折不扣认真落实各项

疫情防控措施。五是要按照市统一部署，在日常工作巡查中重点

关注各类场所疫情防控落实情况，发现存在问题要向市、区相关

部门通报。六是要健全养犬管理服务，联系行业协会积极探索为

被隔离的养犬人提供便利。七是要严格做好单位内部疫情防控各

项工作。

（市局办公室供稿）

切实落实疫情防控 城管执法在行动

为切实落实省、市疫情防控

相关工作要求，全力做好城管执

法领域疫情防控工作，3 月 19

日至 20 日，市城管执法局由各

局领导带队分赴五区，对主次干

道、农贸市场周边环卫保洁及市

政公园、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等城

市管理重点场所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局党组书记、局长苏仕超两天先后到三水白坭坑填埋场、高

明生活垃圾处理项目、顺控环投热电项目开展疫情防控督导检查，

了解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落实疫情防控相关情况，要求相关单位

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做好疫情防控应急预案。

副局长余凤英、程斌、苏嘉宏，三级调研员邓政明，四级调

研员毛东方也带领相关科室分别赴五区开展疫情防控督导检查。

（市局办公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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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佛山市环境卫生协会成立现场

佛山市环境卫生协会成立

为搭建政府与环卫企业

的沟通桥梁，促进政企之间良

性互动、共同提高，为佛山市

环卫行业高质量发展积极贡

献力量，由盈峰环境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绿能环

保有限公司等 9 家发起单位，

在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佛山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局

的大力支持以及省环境卫生协会的指导下，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工

作，3 月 4 日，佛山市环境卫生协会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在佛山

皇冠假日酒店顺利召开，宣告佛山市环境卫生协会正式成立。经

过现场选举，大会选出盈峰环境副总裁焦万江为首任会长，聘任

司徒嘉敏为秘书长。

广东省环境卫生协会书记陈善坤，佛山市城管执法局党组书

记、局长苏仕超，以及省市区相关单位领导、会员单位嘉宾参加

了成立仪式。

苏仕超局长对协会今后工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要加强行业

自律，促进行业在有序竞争下健康发展；二是要在政府与企业之

间发挥好桥梁和纽带作用；三是要力争打造成为行业发展的高级

智囊；四是要积极为广大会员做好全方位服务。

目前，协会由 23 家会员单位共 32 家单位共同组织成立。
（市局市政环卫科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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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研讨会现场

市治违办召开佛山市全面遏制违法建设研讨会

3 月 8 日下午，市治违办召

开佛山市全面遏制违法建设研

讨会，传达了市委十三届第二次

会议及第十八次常委会会议精

神，部署全面遏制违法建设相关

工作。市治违办副主任苏嘉宏主

持会议，市治违办主任苏仕超出

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全面遏制违法建设是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的工作

任务，也是市委十三届第二次会议及第十八次常委会明确的任务

要求。各级政府、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遏制违法建

设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的重要举措，在思想上、行动

上与市委市政府保持高度一致，要以最严的手段、最快的行动解

决违法建筑、乱搭乱建的问题，不折不扣地将遏制违法建设治理

工作落实到位。

会议要求，各级政府、各部门要强化巡查机制，织密快速发

现新增违建的巡查网，技防为主、人防为辅，以快查快处快拆为

抓手，及时处置新增违法建设。将新增违法建设遏止在萌芽阶段，

始终保持对新增违法建设“零容忍”的高压态势，坚守新增违建

“零增长”红线，避免重大项目、重大园区增加征迁成本、拖慢

建设进度。

会上，市直各职能部门相关负责人，各区治违办及狮山、丹

灶、更合、乐平、云东海五个重点镇街的相关负责人，分别汇报

了佛山新机场、城市地铁和佛北战新产业园、佛中人才创新灯塔

产业园等重大项目、重大园区的总体规划、控制性规划及目前项

目征地、建设进展情况，并对《佛山市全面遏制违法建设专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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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宣贯会现场

动方案》开展了充分讨论，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市局执法监督一科供稿）

云浮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来我市调研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3 月 10 日上午，云浮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莅

临我市调研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佛山市城管执法局四级调研员毛

东方陪同调研。

调研组分别到禅城区五峰固体弃置物处理项目、马鞍街垃圾

收集站以及禅城区餐厨垃圾处理项目进行参观并座谈，主要交流

两市在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等方

面的经验，通过相互交流、借鉴与学习，共同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
（市局市政环卫科供稿）

市垃圾分类办到五区开展《佛山市生活
垃圾分类管理办法》专题宣贯

3 月 14-18 日，市垃圾分类

办分别到五区开展《佛山市生活

垃圾分类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专题宣贯，市、区两

级相关职能部门、各镇街垃圾分

类办、综合执法办和第三方服务

公司等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专题

宣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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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深圳花展现场

会上，首先对我市 2021 年推动生活垃圾分类的工作概况、十

大亮点进行经验分享，全面展示了过去一年我市在推动生活垃圾

分类上作出的努力和成果，对存在问题进行剖析并对 2022 年工作

进行铺排；对《办法》进行宣贯，从立法背景、立法目标、立法

过程及六大亮点等方面进行解读，并展开现场互动交流。

开展《办法》专题宣贯的主要目的：一是强化对《办法》的

内容理解，更好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二是明晰部门职责和“管

行业要管垃圾分类”原则，推动各行业协同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三是把握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与职责，推动全

市 4234 个垃圾产生源的管理责任人制度落实；四是明确收集、运

输、处理企业的行业规范、操作规程和职责，推动生活垃圾分类

收集、运输处理设施升级改造。

《办法》于 4 月 1 日实施，将充分发挥公共机构示范引领作

用，带动全社会强化生活垃圾分类意识，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增效提质。

（市局市政环卫科供稿）

佛山展园在深圳花展获大金奖

3 月 27 日 粤 港 澳 大 湾

区·2022 深圳花展正式开幕，

由佛山市城管执法局负责建设

的佛山展园在“城市花园”项目

中获评“造园艺术大金奖”和“最

佳参展奖”，同时，佛山市城管

执法局还获评“优秀组织奖”。

本次花展以“低碳城市·幸福生活”为主题，共有 13 个国家的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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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部分现场处置照

个机构和个人参展。佛山园围绕“万简印正、花溪拥翠”的设计

主题展开，运用佛山陶艺、铸造与现代花境相结合的生态造园手

法营造。以陶简景墙、佛山印为特色，展现了一个工业城市的生

态文明创新之路，浓缩了佛山的古往今来，讲述佛山故事，为“低

碳城市 美好生活”的主题宣言烙上佛山印证。

（市局园林绿化科供稿）

数字城管 3 月通报
建筑垃圾智能管理系统 助推城市管理智慧化

律回春晖渐，万象始更新。随着建筑工地全面复产复工，运

输车辆违规等问题逐渐出现“苗头”。为推进建筑垃圾智能化管

理，进一步规范建筑垃圾管理相关工作，我局数字城管运用佛山

市建筑垃圾智能管理信息系统对辖区内工地及车辆进行全面监

控，一经发现运输车辆未经核准装卸、车辆顶棚装载未密闭运输、

私自改装车厢密闭设备、车辆未冲洗、工地擅自出土受纳等违规

操作，马上查处。

禅城区

近期，数字城管坐席员在市建筑垃圾智能管理信息系统中发现

祖庙街道货站路某地块商住项目有运输车辆涉嫌改装车厢密闭设

备的情况。

禅城区城管局工作人员接案

后，立即到现场调查了解，发现

工地一辆货车将车辆顶棚加高来

运输建筑渣土。顶棚加高不但可

能非法超载而且极易导致渣土外

泄造成道路遗撒及扬尘污染，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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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部分现场处置照片

响市容市貌。针对以上情况，禅城区城管局工作人员立即联系管

养公司对相关涉案车辆进行整改，目前已整改完毕。车辆的车厢

是否有加高，篷布是否密闭，系统都可以自动监测或通过视频查

看。系统的应用提升了人工检测及执法效率，规避人情执法，实

现线下执法智慧化，执法标准统一化。与此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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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非名录车、车身不

洁车辆、未密闭车辆进出工地。

南海区

近期，数字城管坐席员在市建筑垃圾智能管理信息系统中发

现，有工地监控摄像头角度不正常、建筑垃圾车违规排放的情况。

案件一：桂城某商业中心工

地监控摄像头高低枪角度不正

常。接案后桂城数字城管中心

坐席员再次查看该案件的工地

摄像头监控影像，确认情况属

实后将线索转交至桂城渣土办

跟进处理。随后执法人员对违

规的工地负责人讲述问题情况，并共同查看摄像头监控，确认线

索属实后立即要求负责人对摄像头的问题进行整改。一段时间之

后，中心坐席员再次查看该工地的摄像头角度的整改情况，发现

该工地的摄像头角度已恢复正常，遂将该案件提交至佛山市数字

化城市管理系统申请办结，现已处理完毕。

案件二：九江镇跃九段某基地项目，频繁有渣土车辆运载泥

土带出工地。座席员从建筑垃圾管理系统视频中获取运输车辆的

车牌号，发现其中一部分渣土运输车没有取得排放证，涉嫌违规

处置渣土。随后将该工地违规情况立即反应至相关责任部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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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部分现场处置照片

核实，该工地涉嫌违规排放以及未经核准擅自处置建筑垃圾等违

法行为，执法人员依法对负责人进行教育，限期整改并督促马上

办理排放证及纠正违法行为。目前，该工地已办理建筑垃圾排放

证。

顺德区

近期，数字城管坐席员在市建筑垃圾智能管理信息系统中发

现，有车载视频无法播放、加高车辆顶棚违规作业、违规消纳的

情况。

案件一：顺德区某公司（运

输证有效）的车辆车载视频无

法播放或正常观看情况属实。

接获案件后，勒流综合行政执

法办执法人员立即收回该车

辆的《准运卡》，在建筑垃圾

智能管理系统中删除该车辆

所属运输企业《佛山市建筑垃圾处置证》，并送达了《责令停止

行政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立即整改和改正违法行为。

案件二：佛山市某公司车辆存在加高顶棚违规作业的情况，

执法人员通知相关运输公司负责人对车辆进行整改，并现场对车

辆的整改情况进行查看核实，执法人员对运输公司负责人及相关

车辆人员进行批评教育及法律法规教育宣传。

案件三：美的大道与 G105 国道交界位置工地内有运输车辆卸

载建筑渣土，查系统该工地并未办理消纳证，涉嫌违规消纳。发

现问题后派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核实，经核实情况属实，立即责令

相关责任人停止改正违法行为，并讲解相关法律法规，当事人表

示配合并落实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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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部分现场处置照片

图为部分现场处置照片

高明区

近期，数字城管坐席员在市建筑垃圾智能管理信息系统中发

现，高明区某公司下属车辆私自改装车辆车厢密闭设备并在顺德

区工地运输渣土案件的情况。

高明区城管局工作人员接

案后，立即到现场调查了解，

因车辆跨区作案，为进一步核

实案件情况，数字化城市管理

股坐席员登录“建筑垃圾智能

管理”系统录入违规车辆车牌

号，对该运输企业营运资质、

车辆现状、案发当天的运行轨迹和监控视频等数据进行调取，确

认其违法事实后立即通知辖区城管部门与运输公司负责人取得联

系，责令运输企业督促涉事车辆恢复车辆原貌，同时加强下属车

辆管理，不得随意改装车辆，目前该违法车辆已经在限期内完成

整改。今年以来，高明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通过佛山市建筑垃

圾智能管理信息系统已监测平台处理违规渣土车载问题案件 62

宗，结案率 100%。

三水区

近期，数字城管坐席员在市建筑垃圾智能管理信息系统中发现

有建筑垃圾车违规消纳，违规

排放的情况。

案件一：三水区某地块项目

（无消纳证）消纳某公司（运

输证有效）的车辆（准运卡有

效）卸载建筑垃圾，涉嫌违规

消纳。云东海街道综合行政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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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队执法人员到达现场查看，就案件所述问题责令工地负责人按

照《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处置建筑垃圾，负责人表示将尽快

补办消纳证，在此之前停止受纳建筑垃圾。

案件二：西南街道 521 县道，无登记地点将建筑垃圾交给某

公司（运输证有效）的车辆（准运卡过期）运输，涉嫌违规排放。

西南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后，联系清运公

司协助处理。执法人员到场检查时该处路面平整工程已完工，不

再有建筑垃圾产生，因此暂可不用办理建筑垃圾处置证。执法人

员现场约谈场地管理方和运输企业负责人，对其违法行为进行批

评教育，责令其不得再违规处置建筑垃圾。

佛山市建筑垃圾智能管理信息系统监管平台作为智慧城管的

重要组成部分，依托互联网技术与大数据，通过制度管理与科技

手段的融合，实现市、区管理一体化、服务监管一体化、线上线

下一体化。系统主要包含了工地管理、运输企业管理、消纳场管

理及监控功能等功能，实现了对处置证编号、建设单位、施工单

位、工地名称、车辆实时轨迹、车速、历史轨迹、在线情况等的

查询功能。平台深入推进了建筑垃圾运输规范管理，为城市管理

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智能化、科学化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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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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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64 17364 99.43% 17244 17148 99.44% 264 261 98.86%

南海 22872 22748 99.46% 22592 22474 99.48% 386 386 100.00%

顺德 14543 14499 99.70% 14143 14108 99.75% 441 438 99.32%

高明 8302 8282 99.76% 8125 8109 99.80% 227 227 100.00%

三水 6108 6096 99.80% 5957 5954 99.95% 230 228 99.13%

合计 69289 68989 99.57% 68061 67793 99.61% 1548 1540 99.48%

【注：周期为20220222..11.1.166-202-20222..22..1515】



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简报

— 14 —

报：陈伟明副市长、黄少文副市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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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