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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编印 2022 年 5 月 9 日

市纪委副书记徐舟到市城管执法局调研

4 月 21 日上午，市纪委副书

记徐舟一行到市城管执法局进行

调研。市城管执法局党组书记、

局长苏仕超在专题汇报时表示，

市城管执法局将继续强化党建引

领、扎实推进机关作风建设，一

是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

位，全面落实机关党建责任，把强化机关作风建设落实到工作全

过程各方面；二是深化模范机关创建，坚持党建和业务工作同部

署、同推进，破解“两张皮”问题，创建城管执法领域党建品牌；

三是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巩固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成果，继续整治“四风”问题，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

徐舟副书记强调，市城管执法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

是要抓实政治监督主责主业，切实强化党组党风廉政主体责任，

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二是要加强对基层城管执法的监

督指导、统筹联动，严格依规执法，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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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学习研讨会现场

三是要强化队伍建设，深化理想信念，树立底线思维，严明组织

纪律，着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城管执法干部队伍。

市纪委何家骐常委、陈小博主任等相关领导，市城管执法局

班子成员，驻局纪检监察组及相关科室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活动。

（市局办公室供稿）

青春正逢盛世 奋斗恰如其时
——市城管执法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青年干部

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4 月 27 日，市城管执法局

召开年轻干部学习研讨会，传达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青班开

班式上的讲话精神，交流学习心

得体会。局党组书记、局长苏仕

超结合自身工作经历为年轻干

部授课。

苏仕超同志在授课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语重心

长，既是对中青年干部的殷切期望，也是对全体党员干部的谆谆

教诲，具有深邃的思想穿透力。市城管执法局的年轻干部生逢盛

世、重任在肩，要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平

衡好职业、专业和事业三者关系；要珍惜时代机遇，担负时代使

命，主动学习勤于思考，到基层一线经受历练；要保持蓬勃朝气

和积极心态，在城管执法各项工作中，奋力展现青春风采。

大家在发言中一致认为，习总书记的讲话为广大年轻干部健

康成长指明了努力方向，苏局的授课特别有针对性和启发性，引

起了内心深处强烈的共鸣。今后将进一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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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座谈会现场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牢记初心使命，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市局人事科供稿）

市垃圾分类办召开全市推进居民区生活
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座谈会

4 月 28 日下午，市垃圾分类办

召开全市推进居民区生活垃圾分

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座谈会。市

城管执法局、市住建局，各区城管

执法局、住建局，市房地产业协会，

市环境卫生协会，各区物业服务企

业代表参加会议。市城管执法局党

组书记、局长，市垃圾分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苏仕超出席会议

并讲话。

各区城管执法局、住建局分别汇报了居民区生活垃圾分类投

放管理责任人制度的落实情况。市房地产业协会和物业服务企业

代表就居民区开展生活垃圾分类遇到的问题进行交流座谈，对垃

圾分类投放点选址、物业服务工作要求、宣传引导等突出问题提

出意见建议。

苏仕超同志强调，一是随着城市文明发展，市民作为生态文

明的建设者、保护者和受益者，逐步养成垃圾分类习惯，营造文

明社会良好氛围。二是各区积极推进居民区“楼层撤桶”工作，

通过落实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将物业资源分配在

生活垃圾投放和收集环节上，不断提升物业服务水平和质量。三

是物业服务企业合理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和交运点，完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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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苏仕超局长开展安全生产检查现场

关便民措施，提高业主参与垃圾分类积极性。四是物业服务企业

充分发挥小区微信群作用，收集业主意见，及时沟通反馈，正面

引导业主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市局市政环卫科供稿）

开展“五一”节前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检查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

会十五条硬措施和安全生产大检

查工作，落实省、市政府的工作部

署，深刻吸取南海区“4·7”火灾

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全力推进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结

合《全市城管执法系统 2022 年安

全生产大检查工作实施方案》，聚焦关键问题，加大城管执法领

域隐患排查治理，加大督导检查的力度，消除安全隐患。

市城管执法局党组高度重视，及时印发《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关于“五一”期间开展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大检查工作督

导检查的通知》，紧盯重点行业领域，迅速行动，及时部署，压实

属地责任，重点加大对未取得规划许可或超出规划许可范围进行建

设、乱搭建等违法行为以及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城市公园等隐患排

查治理，切实做好节日期间安全防范工作，加大督导检查力度，

局主要领导带队开展督导检查。

4 月 16 日，苏仕超局长带队到南海区华南水果批发市场、环

球水产交易市场、大转湾夹板装饰材料城进行实地检查，指出要

加强对各类专业批发市场的排查，逐一核查违法建设和违规乱搭

建行为，对于违法搭建的行为，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进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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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志愿者助力社区疫情防控现场

依法查处，消除火灾等安全隐患。4 月 24 日，苏仕超局长带队到

高明垃圾填埋场（焚烧厂）开展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检查，督促

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力度，确保垃圾

处理设施安全运营。

各分管领导按照“督导片区”，分别带领相关科室对各区开展

“五一”节前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检查，督促各区局落实属地责任，

加大隐患排查整改力度，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节日期间安全稳定。

（市局市政环卫科供稿）

市城管执法局志愿者投身社区一线
全力以赴筑牢疫情防控屏障

连日来，随着禅城区开展大规

模核酸检测，市城管执法局的志愿

者们从工作岗位走向抗“疫”一线，

忙碌在东园、培德核酸检测点，努

力为佛山战“疫”注入城管力量。

截至 4 月 14 日，市城管执法

局已派出 105 人次，支援佛山疫情

防控工作。局党组书记、局长苏仕超同志亲自带队到东园社区协

助核酸采样。

即使当日最高气温超过 30℃，党员志愿者们身穿密实的防护

服，汗流浃背仍坚守岗位，协助社区居民填写个人信息。

4 月 13 日下午，市城管执法局在培德社区要求 10 名志愿者的

基础上，再增派 10 名志愿者，全力支持核酸采样工作。在大家的

共同努力下，培德检测点创下了单日检测量破万新高。

（市局人事科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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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赠送锦旗现场

市城管执法局与祖庙街道齐心抗“疫”

4 月 11 日至 14 日，市城管

执法局共派出志愿者 73 人次，

支援禅城区祖庙街道培德社

区、东园社区大规模核酸检测。

4 月 21 下午，在祖庙街道龙永

章委员带领下，培德社区和东

园社区分别向市城管执法局赠

送锦旗，感谢市城管执法局的大力帮助和支持。

龙永章委员表示，在市城管执法局和其他单位的不懈努力下，

培德社区平均每条核酸采样通道的峰值速度从每小时 100 人提高

到每小时 133 人；面对东园社区老人较多且没有智能手机的情况，

市城管执法局志愿者帮助采集身份信息、打印核酸码，有效提高

采样效率。

苏仕超局长表示，锦旗代表社区和群众对市城管执法局志愿

服务的认可，也代表着一份责任和激励。市城管执法局将坚决落

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继续与街道、社区携手，充分发挥党员

先锋带头作用，积极投身到疫情防控工作中。

（市局人事科供稿）

召开安全生产风险研判分析会议

4 月 15 日上午，局党组书记、局长苏仕超主持召开安全生产

风险研判分析会议，传达学习贯彻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安全

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副局长余凤英、四级调研员毛东方和市政

环卫科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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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会议现场

会上，结合 3 月 31 日全国安

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及 4 月

14 日全市消防安全大检查部署

视频会议精神，对城管执法领域

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进行风险研

判，深入分析城管执法领域安全

生产和消防安全状况，查找薄弱

环节，认为城管执法领域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一

是部门安全监管责任未落实到位；二是市政环卫、绿化企业等城

管执法领域的企业主要负责人的“第一责任人”责任未压实；三

是违法建设、建筑垃圾运输车辆撒漏等城管执法领域违法整治力

度有待加强。

余凤英同志指出，要切实把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作为我局的

工作重点；要结合安全生产“十五条”重要措施细化落实分工，

制定安全生产工作要点；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摸清风险隐患，制

定应急预案；要依托专家的力量，开展城管执法领域安全生产大

检查，构建完整的安全生产体系。

苏仕超局长对下一步城管执法系统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进行

了部署：一是扎实开展城管执法领域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大检查，

落实属地城管执法部门安全监管责任，市局加大督导检查力度；

二是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制定应急预案，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摸

排风险隐患，建立定期巡检机制，提高企业安全生产意识；三是

做好“城管执法领域行业+安全生产”专家力量的储备，组织专家

指导城管执法领域的企业做好安全生产管理，及时消除风险隐患；

四是充分发挥城管执法领域行业协会作用，加强行业沟通交流，

做好城管执法领域主管行业的事故隐患分析，做好各类险情预警。

（市局市政环卫科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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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集体约谈会议现场

召开违规接收外市建筑垃圾会议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建筑垃圾

处置管理，针对接收外市建筑垃圾

违规处置问题。4 月 26 日下午，市

城管执法局集体约谈违规接收外

市建筑垃圾的单位，南海、顺德、

高明、三水区城管执法局及各有关

镇街执法办、国有土地平整主管部

门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会上，市城管执法局通报了近期各区违规处置建筑垃圾案件

情况，南海、顺德、高明、三水区局及相关镇（街）执法办分别

汇报了近期对外市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偷排乱倒治理情况及下一步

监管措施。会上，市城管执法局副局长苏嘉宏强调：

一要严格消纳场审批管理，依法查处违规消纳问题。各级城

管执法部门要加强辖区内消纳场审批管理，加强日常巡查，发现

无证违规消纳建筑垃圾，立即封停并严格处罚。属地部门封停、

处罚执行困难的，交由上级部门严格执行，杜绝违规消纳建筑垃

圾行为。各镇（街）国有用地管理部门要做好土地平整时回填消

纳的管理制度，加强源头管理和巡查工作，配合属地城管部门严

格执法。

二要严厉打击违规消纳外市建筑垃圾行为，规范建筑垃圾跨

区域处置审批管理。各级城管执法部门要加强巡查，积极开展多

部门联合执法行动，重点打击违规接收外市建筑垃圾的消纳场。

宜借鉴各地先进经验，合理运用多部门联合执法力量，因地制宜

采取科技手段，遏制违规行为，保护本地合规建筑垃圾运输企业

经营生存环境，参照广东省建筑垃圾平行处置机制合规进行跨区

域建筑垃圾的处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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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工作宣贯会议现场

三要强化安全意识，确保建筑垃圾处置运作安全。各级城管

执法部门要在做好建筑垃圾管理的同时，强化安全意识，防止各

类风险事故发生。一是吸取各地涉建筑垃圾处置方面事故教训，

认真总结处置管理工作经验，切实加强工作中的防范意识，严格

落实各项防范措施，确保城管系统领域工作安全稳定。二是严格

履职尽责，强化对基层微权力的运行监管，做到依法行政文明执

法，严防出现城管执法系统人员违规违纪问题。

（市局执法监督一科供稿）

召开地铁在建（新建）施工项目
建筑垃圾处置工作会议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地铁施工

项目建筑垃圾处置管理，4 月 2

日上午，市城管执法局会同市轨

道交通局召集佛山市铁投集团、

地铁 3 号线和 4 号线 11 个在建、

新建项目施工单位，就地铁建筑

垃圾处置相关问题组织交流讨

论，禅城、南海、三水区和地铁 3、4 号线途经镇（街）城管部门

审批及执法负责同志参会。

会上，地铁项目各标段施工单位负责人汇报了所承建项目建

筑垃圾规划出土量、已出和剩余出土量，对排放的各类建筑垃圾

的处理方案进行汇报，对各出土标段建筑垃圾消纳场进行了确认。

市铁投集团对地铁 3、4 号线的建筑垃圾处置监管情况进行了补充

说明。禅城、南海、三水区城管执法局负责同志对日常检查发现

的地铁工地建筑垃圾排放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提出了意见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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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市轨道交通局对地铁施工项目总体进展情况和下一步工作提

出了工作要求。

市城管执法局相关负责同志就地铁各施工标段在盾构泥处置

排放方面存在的问题及需要注意事项逐一进行了明确，并对下一

步如何规范地铁建筑垃圾排放相关事项提出四点要求：

一是要严格把关地铁施工项目建筑垃圾处置许可审批。各施

工单位要完善建筑垃圾处理方案，落实好盾构泥干湿分离排放等

要求，杜绝泥浆流体外运造成抛洒滴漏污染道路。二是要加强地

铁建筑垃圾排放监管。地铁各施工标段要严格落实工地建筑垃圾

处置相关要求，督促承运单位落实好建筑垃圾运输过程中“两点

一线”闭环管理。三是要严格落实运输和消纳相关要求。依据《佛

山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严禁未经核准的车辆组织建筑垃

圾运输，地铁施工项目建筑垃圾承运单位必须是我市经核准车辆，

并按建筑垃圾处置证关联的消纳场运输卸载。四是要着力提升建

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结合本年度我市重点工作任务要求，各级城

管执法部门指导建筑垃圾处置单位更多的采用资源化利用方式处

置建筑垃圾，对地铁项目的建筑垃圾排放处置尤为重要。

（市局执法监督一科供稿）

多部门联合开展建筑垃圾违规处置
专项整治行动

为全面治理建筑垃圾污染环

境、侵占农田进行偷排乱倒问题。

4 月 8 日，市城管执法局局长苏仕

超带队，联合市生态环境局、市

自然资源局对南海区、三水区辖

区违规处置建筑垃圾、私设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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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等问题，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整治行动中，苏仕超局长带队先后前往三水区塘西大道东侧

违规填埋场、云东海南丰大道西侧违规消纳场督导检查。塘西大

道违规填埋场，作业面以栽种零星花木掩盖违法填埋建筑垃圾、

淤泥、砖块等问题，场地为一般农用地违规填埋建筑垃圾。在南

丰大道违规消纳场，存在受纳用地审批手续未完备、违规受纳广

州市建筑垃圾，现场大面积裸土防尘措施不到位，职能部门存在

监管真空。

针对联合执法查处的违规处置建筑垃圾现象，特别是消纳填

埋市外建筑垃圾的突出问题，苏仕超局长指出：一是执法人员在

查处相关问题时，一定要公正、公平、严格执法，对涉及建筑垃

圾违规问题要一查到底；二是对相关责任企业、村居、当事人要

依法依规从重查处、并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三是对联合执法移交

相关区局的违规工地、场点要即时封停，依法严查，杜绝违规现

象。

市、区、镇（街）要加大建筑垃圾监管执法检查力度，积极

开展联合执法行动，严厉打击建筑垃圾领域各类违法违规问题，

不断提升科学化，规范化管理水平，确保全市建筑垃圾处置工作

安全、有序、健康发展。

（市局执法监督一科供稿）

开展专项拆违行动，坚决消除安全隐患

为加强城管执法领域安全隐患排查，全力以赴加强安全隐患

防范，全市城管部门迅速开展各类专业批发市场违法建设排查整

治，对违法建设、违规乱搭建行为，从重从严从快依法进行清拆、

整改，彻底消除安全隐患，严防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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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禅城批发市场拆违现场

图为执法人员拆违现场

一、禅城区大力开展批发市场整治行动,拆除天面违建超

10000 平方米

4 月 18 日，禅城城管发

现某装饰材料市场内各相邻

的建筑天面搭建了大面积的

彩钢棚，此举不但涉嫌违法

搭建，还占用消防间距，存

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检查组

随即向市场负责人调查了解情况。经查，市场管理方为增加市场

使用面积，在未经相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私自搭设连廊。经执

法人员的劝导教育，市场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表示会配合禅

城城管的整改工作。

4 月 20 日上午，禅城城管联合区消防部门共 30 余人，开展“一

门式”联合执法行动，对该市场天面违规搭建实施拆除。该处违

建因搭建面积较大，加上拆除现场条件复杂，预计需要 6 天时间

才能拆除完毕，拆除面积将超 1 万平方米。

二、南海区引导“自拆”替代“强拆”，拆除某批发市场 9500

平方米遮雨棚

截至 4 月 18 日，南海区已

对全区 58 个专业批发市场“两

违”情况摸底排查完毕，其中

已约谈 52 家商户，42 家商户

自行拆除违法搭建中，2 家商

户整体搬迁中，拆除面积达 13

万多平方米。

4 月 20 日，南海区对某批发市场违法建设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执法队伍在前期检查中发现批发市场内建筑物之间有阻碍消防通

道的违法搭建遮雨棚。为了消除隐患，执法队伍向市场管理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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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违建出租屋拆除现场

人宣传有关法规政策，指出违法搭建存在的安全隐患，要求其限

期自行拆除违法搭建物，并提交拆除的工作计划。

从 4 月 13 日开始，批发市场自行组织力量对违法搭建的遮雨

棚进行拆除，截至 4 月 20 日，批发市场已经自行拆除累计约 9500

平方米违法搭建的遮雨棚。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安排专责

人员，持续跟进督促批发市场拆除违法搭建的棚架，对不按照计

划自行整改的，依法采取措施，实施强拆。

三、顺德区开展河道两岸清拆行动，拆除违建出租屋 50 间，

拆除面积约 5000 平方米

近日，顺德区开展涉河违建

出租屋整治行动，执法人员针对

脏、乱、差以及占用河道控制范

围的违建出租屋进行铁腕整治，

累计拆除违建出租屋50间（处），

拆除建筑面积约 5000 ㎡，消除

了重大安全隐患。

我市将持续加大对违法建设的整治力度，对违法建筑发现一

起、拆除一起，逐步形成“不想违、不敢违、不能违”的良好氛

围和社会共识。

（市局执法监督一科供稿）

数字城管 4 月通报
数字化城市管理 助力城市更干净

佛山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发挥作用离不开网格化治理的有

力支撑。城管部门将市容环境卫生监管工作融入城市管理网格中，

落实常态化巡查管理工作，建立“常态化巡查”+“全链条监管”

的机制，致力破解市容环境卫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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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部分现场处置照片

图为部分现场处置照片

禅城区

近期，禅城区信息采集监督员

在网格化巡查过程中，发现前进

路 27 号人行道上有大量暴露垃

圾未及时清理。

4 月 22 日 06 时 19 分，网格

采集员日常巡查至前进路 27 号

人行道附近，发现该处存在大量

暴露垃圾，严重影响居民生活环境卫生，采集员立即通过城管通

进行拍照上报案件，数字城管座席员接案后将案件派遣至责任部

门并督促其尽快到场处理，责任单位接案后快速响应，马上安排

人手到场将堆放在人行道边的垃圾全部清理完毕。本月，禅城区

通过网格化巡查共上报暴露垃圾类案件 641 宗。

南海区

近期，南海区信息采集监督员在网格化巡查过程中，发现九

江镇沙头祥瑞路及九江大道大伸路口存在暴露垃圾。

4 月 3 日，网格采集员日常巡

查至九江镇沙头祥瑞路，发现该处

存在约 5 平方米建筑垃圾，采集员

立即通过城管通进行拍照上报案

件。执法人员接到案件后立即到现

场查看，发现建筑垃圾堆放在路面

上，考虑到旁边就是斑马线，如果

行人稍不注意就容易产生安全隐患，执法人员马上对现场做好安

全警示，并通过视频监控取证，找到当事人并责令马上清理现场

的建筑垃圾。事后，执法人员对当事人以及附近居民进行了宣传

教育工作。九江镇数字城管坐席员还通过视频监控发现，九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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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部分现场处置照片

图为部分现场处置照片

道大伸路口有袋装暴露垃圾，坐席员马上联系采集员及责任单位

到场清理，不到 20 分钟，该问题就已经处理完毕。

顺德区

近期，顺德区信息采集监督员在

网格化巡查过程中，发现伦教街道

工业南路及新塘村附近存在大量暴

露垃圾。

4 月 6 日 10 时 48 分，网格采集

员日常巡查至新塘村附近，发现垃

圾桶周边散落大量垃圾，由于天气

炎热，已经散发出难闻的气味，采集员立即通过城管通进行拍照

上报案件，数字城管座席员接案后将案件派遣至责任部门处理，

当天下午已清理完毕。4 月 14 日 15 时 15 分，网格采集员日常巡

查至伦教街道工业南路，发现该处存在大量暴露垃圾，严重影响

市容市貌及周边卫生，采集员立即通过城管通进行拍照上报案件，

数字城管座席员接案后将案件派遣至责任部门处理，16 时 15 分已

完成该处的清理工作，整个过程仅一小时。因该位置经常有市民

乱倒垃圾，垃圾站工作人员已走访周边群众，宣传环境卫生知识。

高明区

近期，高明区信息采集监督员在网格化巡查过程中，发现上

乘街及更合大道工业园附近存在垃圾外露、满溢现象。

4 月 14 日 12 时左右，网格采

集员日常巡查至上乘街某居民小

区附近，发现该处垃圾容器未及时

清理导致垃圾外露、满溢，采集员

立即通过城管通进行拍照上报案

件，数字城管座席员接案后将案件

派遣至环卫部门，14 时许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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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部分现场处置照片

该处的清理工作。4 月 20 日 10 时左右，网格采集员日常巡查至更

合大道工业园附近，发现该处流动摊贩多较易产生垃圾，为切实

做好网格监管工作，避免产生更大的环境卫生问题，采集员立刻

通过城管通进行拍照上报案件，数字城管座席员接案后将案件派

遣至相关责任部门进行处理，10 时 45 分垃圾散落和无照游商问题

一并处理完毕，整个案件处理过程不到一小时。

三水区

近期，三水区信息采集监督员在网格化巡查过程中，发现黄

金大道及广海大道中附近存在暴露垃圾现象。

4 月 6 日 14 时，网格采集员日

常巡查至西南街道广海大道中，发

现居民楼附近多处存在暴露垃圾

的现象，采集员立即通过城管通进

行拍照上报案件后，执法人员到达

现场查看，14 时 34 分该案件已处

理完毕。全程仅用 34 分钟。4 月

14 日 8 时 40 分，网格采集员日常巡查至白坭镇黄金大道附近，发

现有好几处垃圾桶周边都存在暴露垃圾的情况，影响市容环境且

不卫生。采集员立即通过城管通进行拍照上报案件后，执法人员

到达现场查看，立即联系片区负责人，责令其将未及时清理的垃

圾进行处理，9 时 15 分已清理完毕，全程仅用 35 分钟。本月，三

水区共发现并办结了暴露垃圾案件 691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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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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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74 18895 99.06% 18803 18632 99.09% 344 342 99.42%

南海 26095 25942 99.41% 25726 25580 99.43% 502 498 99.20%

顺德 16819 16734 99.49% 16450 16371 99.52% 433 432 99.77%

高明 8772 8729 99.51% 8560 8518 99.51% 263 262 99.62%

三水 6661 6628 99.50% 6462 6432 99.54% 277 275 99.28%

合计 77421 76928 99.36% 76001 75533 99.38% 1819 1809 99.45%

【注：周期为20220222..22.1.166-202-20222..33..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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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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