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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二季度全市
城市管理经验交流会在禅城区举行

为促进各区城市管理工作经

验交流，进一步提升我市城市管

理精细化水平，5月 19日下午，

2022 年第二季度佛山市城市管

理季度经验交流会在禅城区举

行。市城管执法局领导班子成员、

各区分管领导、各区城管执法局

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现场调研。

调研组首先来到文华公园南片区调研公园改造提升情况，随

后到禅城区城市管理运行服务中心调研，该中心运用物联网、云

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集“感知、分

析、服务、指挥、监察、处置”六位一体的“1+2+N”智慧城管

平台，重点打造涉及执法、园林、环卫、市政等 42个创新智慧应

用场景，未来将有更多的应用场景被运用，为城管工作提“智”

增效，实现对城市“天地空”的一体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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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现场检查

随后召开季度经验交流会，会议由市政府副秘书长吴小庆主

持，副市长黄少文参加会议。各区分管领导首先汇报第一季度城

市管理考评工作情况，分享经验，分析不足。

市城管执法局局长苏仕超对第一季度城市管理考评工作进行

分析，并提出下一步工作意见：一是要通过狠抓城市精细化管理，

促进城市品质提升；二是要注重各考评项目的全面均衡发展，及

时发现、分析并补齐短板；三是要加强探索，创新手段，促进城

市管理智慧化水平提升；四是要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夯实共享共

治的群众基础，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黄少文副市长对第一季度我市城管执法工作取得的成绩表示

肯定，并强调：一要对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增强做好城市管理工

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二要坚持稳字当头，统筹做好疫情防控、

安全生产和城市管理工作；三要全面加强精细化管理，全力做好

下一阶段城管执法各项工作。

（市局办公室供稿）

闻“汛”而动 全力做好强降雨防御工作

5 月 10 日至 13 日，我市暴雨

频繁，为切实做好强降雨防御工

作，市城管执法局迅速启动应急

预案，全面开展城管系统隐患排

查，做足准备，全力做好迎战，

确保佛山城管线各行业安全平稳

“渡汛”。

一是高度重视，迅速部署防汛工作。5月 10日，市城管执法

局局长苏仕超组织会议，迅速传达省市有关防汛会议精神和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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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工作推进会现场

工作部署，提出城管线的应急响应工作要求。当晚 II级响应启动

后，立即督促各区落实城管系统所有建设工地、户外工地停工；

公园实行临时闭园管理，实施紧急闭园 73个；二是严守阵地，全

天候值守备战。严格落实汛期 24小时值班制度，各级城管系统落

实加值班 5054人；三是紧锣密鼓，开展防汛检查。苏仕超局长、

各分管领导分别带队到各区开展防汛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5
月 10日至 13日，城管系统全面开展汛期隐患排查，出动检查人

员 12608人次，对园林绿化、环卫设施等安全情况进行检查，并

对树木进行预先疏枝、修剪、加固 8388株；组织排查公园薄弱点

644个，实施紧急闭园 101个；修复受损广告牌 10块，修剪、清

理树木断枝 1497处，扶正倒伏树木 63株，出动工程车 459台次，

参与抢险 3335人次。

（市局园林绿化科供稿）

市垃圾分类办召开全市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推进会

5 月 10 日上午，市垃圾分类

办召开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

进会，市城管执法局、各区垃圾分

类办和 32 个镇街垃圾分类工作业

务骨干参加会议。市城管执法局党

组书记、局长苏仕超出席会议。

各区垃圾分类办分别汇报了

街道居民区“楼层撤桶”工作的

开展情况、存在问题和下一步计划。目前石湾镇、张槎、荷城、

西南和云东海街道已完成“楼层撤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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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工作协调会现场

苏仕超同志充分肯定了各区开展“楼层撤桶”工作的成果，

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市垃圾分类办建立月度例会制度推进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二是提升厨余垃圾终端处理能力和分类收运能力，

规范收运车辆，增强全民参与垃圾分类信心；三是指导物业管理

企业在居民区因地制宜设置垃圾分类投放点，调整人力分配和工

作模式，做到咨询及时回复、投诉及时回应、成果及时巩固，合

力推进居民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有序开展。

5月 23日下午，市垃圾分类办

召开全市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协

调会，市城管执法局、市发展改革

局、教育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城

乡建设局、农业农村局、商务局、

文广旅体局、市场监管局、邮政管

理局、团市委、各区城管执法局分

管领导和 32个镇街垃圾分类工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市城管

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苏仕超出席会议。

苏仕超同志提出以下要求：一是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正确

理解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意义；二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持续推进生活垃圾分类习惯养成；三是久久为功，绵绵用力。及

时跟进居民区“楼层撤桶”后续工作，充分发挥生活垃圾分类指导

员作用，加强“桶边督导”和入户宣传，做到在位不越位，落实居

民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

（市局市政环卫科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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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会议现场

市城管执法系统违法建设治理
工作会议召开

5 月 6 日上午，市城管执法局召开了佛山市城管执法系统违法

建设治理工作会，市局领导、科室负责人及五区城管执法局领导、

部分镇街综合执法办主任参加了会议。

会上，市城管执法局通报了

全市违法建设普查工作进度，五

区城管执法局分别结合南海区

“4.7”较大火灾事故、湖南长沙

“4.29”楼房坍塌事故汇报下一

步工作计划。市城管执法局局长

苏仕超传达市委常委会有关工作

会议精神,并对佛山市城管执法系统违法建设治理总体工作思想

进行部署。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城管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全面摸清违法

建设底数，抓紧时间推进各类专业批发市场违法建设排查整治，

加快治理进度，加大整治力度。配合住建部门做好自建房违建排

查工作，依职责进行查处，严控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会议指出要将摸清全市违法建设底数的工作要求落到实处，

普查进展工作每周一报，务必在 6 月底之前完成违法建设普查、

核查。对本辖区内违法建设高发区、投诉量较大等重点区域进行

强势整治。建立控新增的长效机制，以综合性手段严控新增，将

新增违法建设遏制在萌芽状态。尽快统计全市违法建设普查数据，

结合《佛山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豁免项目清

单》，制定城管执法系统存量违法建设处置方案，梳理存量违法

建设处置方式，为基层执法人员处置存量违法建设提供支撑。

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城管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必须依法依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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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佛山园

范公正文明执法，执法过程中注意方式方法，杜绝不文明执法行

为影响到全市城管执法的形象。

（市局执法监督一科供稿）

佛山展园在广州园林博览会获大金奖

第二十九届广州园林博览暨

2022 广州国际花卉艺术展已完美

落幕，由佛山市城管执法局负责建

设的佛山园，在“大湾区城市花园”

项目的 6 个城市中与深圳园及澳

门园一起荣获大金奖（最高奖项）。

佛山园总占地面积约为 223㎡，将

佛山城市面貌融入园林景观元素，因地制宜，以龙舟为设计灵感，

作舟以行水，于繁花锦簇中踏浪前行，主体铝片墙喷刻了佛山市

的市花--白兰花，花海泛舟，突出“魅力佛山、花海泛舟”的主

题。展园通过智慧影音、灯光和喷雾的时控配合，使用水幕投影

向游客绘声绘色呈现佛山武术、粤剧、醒狮等特色文化，实现了

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给游客一场视听盛宴。

（市局园林绿化科供稿）

顺德区大良澄海路 排水改造工程成效显著

澄海路东延线作为顺德大良城区和五沙车辆往来的主干道，

是在五沙工作的市民上下班必经之路。每逢下雨量大时，路面就

遭水浸，特别是接近德胜东路这一段，路面甚至会完全被淹没，

给广大市民造成诸多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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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澄海路东延线水浸情况

图为管道铺设现场

2021 年 7 月，市城管办对顺德

区大良街道开展城市管理考核检查

中发现该路段的水浸情况。据了解，

澄海路东延线部分排水系统损坏无

法排水，路面沉降严重，导致雨天

路面积水深，车辆无法通行。为督

促责任单位解决市民群众的“通行难”问题，恢复道路通行功能，

市城管办迅速向顺德区发出督办通知，要求尽快修复该路段存在

的排水设施淤塞问题，还路于民。

在接到市城管办发出督办通知后，顺德区大良街道投入了 50

多万元改造澄海路东延线排水工程，涉及范围约 1580 平方米。工

程项目内容包括土方、拆除部分、道路工程、管道工程等工作内

容。目前，工程项目已竣工验收。澄海路东延线排水工程的改造

提升有效解决了道路排水设施淤

塞问题，不仅排水系统良好、路面

平整没有积水，而且人行道、路牙

石高度提升，澄海路东延线从此告

别水浸，还市民一个安全、顺畅的

出行环境。

市城管办在城市管理考评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

念，通过以考促干不断改善城市环境，动真碰硬专医城市“顽疾”，

切实推动城市品质提升。

（市局城市管理考核科供稿）

铁腕攻坚违建顽疾 齐心扮靓城市容貌

违法建设是制约城市健康发展的“毒瘤”，为进一步推进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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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违法建设专项拆除行动现场

法建设治理工作，提高违法建设

治理质量，佛山全市城管执法部

门持续保持对违法建设的高压态

势，强抓实干，深入排查、多措

并举，保证巡查全覆盖、治理有

奇效、拆除不手软，坚决打击一

切违建行为。

一、禅城区南庄镇铁拳出击，拆除房屋天面违法建设。

禅城区南庄镇综合行政执法办持续开展“铁拳 19 号-房屋天

面搭建专项整治行动”，始终坚持“拆违无禁区”的原则，全镇

范围内未取得合法手续、擅自在房屋天面或者平台加（搭）建的

彩钢棚、阳光房及其他附属设施等进行专项整治。自 5 月以来，

共出动 600 余人次，开展“一门式”联合执法 5 次，查封电箱 10

宗，拆除天面违建 8 宗，拆除面积约 3000 平方米，有效打击了房

屋天面违法搭建行为。

5 月 18 日，禅城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南庄镇综合行政执法办出

动 60 余人次、15 车次，拆除一处天面违建棚架，涉及面积约 2900

平方米。

二、南海区连片拆除石棉瓦房、铁锈皮屋违法建设。

5 月 19 日上午，南海区组织开展石棉瓦房、铁锈皮屋违法建

设专项拆除行动现场会，对桂城、西樵、大沥等三个镇街的石棉

瓦房、铁锈皮屋开展集中拆除行动，当天共拆除厂房面积约 3 万

平方米。市城管执法局局长苏仕超，市委督查室主任陈冬明，南

海区副区长、区联合执法总队副总队长李耀茂到西樵拆除现场督

导拆除情况。

拆除现场，苏仕超听取了南海区城管执法局对石棉瓦房、铁

锈皮屋等违法建设处置情况汇报，详细了解违建成因、行动部署

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他强调，南海区城管执法局要坚决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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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对违法建设保持“零容忍”的态度，

严厉遏制新增违法建设，对连片的石棉瓦房、铁锈皮屋要加大整

治力度，消除安全隐患，净化城市空间。

三、大沥镇一个月内拆除 39 家专业市场消防通道违法搭建。

5 月 8 日 16 时，随着盐步家具城消防通道上的违法建构筑物

被拆除，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内 39 家专业市场共 53 万平方米的

消防通道违法搭建物全部拆除完毕。

专业市场因其功能复杂、业态多样，被称为火灾防控“重点

中的重点”。大沥现有 46 个专业市场，是南海区专业市场数量最

多、专业市场体量最大的镇街。这些专业市场涉及多个行业，因

发展路径和经营模式等历史原因，大多存在违规搭建的问题。

4 月 9 日以来，按照市、区的工作部署，南海区大沥镇城管执

法部门联合消防、应急、纪检等部门开展专业市场大排查大整治

工作，重点整治前期排查出的 39 个存在消防通道违规搭建的专业

市场。

四、里水镇 13 个物流园区开展违法建设专项整治行动

近期，为消除仓储物流园区内违法建筑带来的安全隐患，南

海区城管执法部门针对里水镇13个物流园区开展违法建设专项整

治行动，全面排查整治物流园区内占用消防通道的违法搭建。

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行动均由当事人以自拆的方式实施整

改。前期，执法人员多次到现场开展宣教动员工作，大部分违建

当事人认识到违法建设的危害及存在的安全隐患，纷纷按要求自

行拆除违建。这种执法方式不仅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避免矛盾纠纷

的发生，还起到了宣传警示和正面教育的作用。

截至 5 月 11 日，南海区里水镇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254 人次，

检查场所 60 个，发现隐患 49 处，目前累计已拆除违法建筑 43 处，

拆除面积达 40250 平方米。

（市局执法监督一科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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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部分现场处置照片

图为部分现场处置照片

数字城管 5 月通报
我为群众办实事

城管工作者利用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不断寻找、发现、解决

城市的各种城管问题，只为让市民感受城市的美，让市民拥有一

个干净、整洁、有序、安全的城市环境。

禅城区

近期，禅城区信息采集员在日

常巡查过程中，发现雾岗路有一长

方形双页“中国移动”井盖基础破

损的情况。坐席员收到案件后迅速

将案件派遣至相关责任单位处理。

经工作人员到场查看，现场井盖不

仅基础破损严重，连同周边人行道也出现缺砖凹陷的问题，面对

此情况，移动公司立即组织人员打开井盖对其进行结构性修复并

加固处理，经过施工人员的努力，现场的井盖及周边道路已修复

完成。本月通过隐患排查共发现井盖类问题 194 宗，减少了由于

井盖破损带来的安全隐患，确保市民出行安全。

南海区

近期，南海区数字中心对大沥城市管理黑点进行视频抽查，

发现辖区内有几处路段交通标志

线、路名牌以及公交站牌等公共设

施存在褪色或破损倾斜的情况。大

沥镇数字城管指挥中心马上下派案

件到市政跟进处理，大沥市政立即

安排工作人员实地查看，制定修复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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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部分现场处置照

图为部分现场处置照片

顺德区

近期，顺德区信息采集监督员

在网格化巡查过程中，发现大良鉴

海南路君莱酒店巴士站旁边存在大

量暴露垃圾，发出臭味并影响市民

通行。采集员立即通过城管通进行

拍照将现场情况上报至大良数字城

管指挥中心，指挥中心座席员审核立案后立即将案件派遣至环卫

保洁单位处理，辖区保洁公司在接到案件后 1 小时内到达现场，

立即安排人员对该处散落的垃圾进行清理，同时并督促路段工作

人员加强保洁力度，目前该处垃圾及臭味扰民问题得到及时解决。

高明区

高明区数字城管中心接到市民

紧急投诉，反映荷城街道高明大道

常安直街有一正方形水泥井盖破

损，存在安全隐患。坐席员立即将

案件派遣至高明区公用事业服务中

心处理，责任单位接到工单后立即

联系投诉人了解情况并安排工作人员到场核查，经现场勘验后确

认该处井盖破损严重且管道已经暴露在地面，不仅对市民出行造

成不便，还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为此，高明区公用事业服务中心

立即对破损井盖进行围蔽，并在接到工单 2 小时内对该处破损井

盖进行了更换的同时对井盖周边的基础路面进行修复，目前问题

已得到解决。通过电话回访，市民对高明区城市管理各部门快速

解决了群众诉求表示非常满意。该案件办理过程迅速，充分体现

了数字城管和相关职能部门实实在在为市民办实事的工作成效。

三水区

5 月 9 日，三水区大塘镇信息采集监督员在网格化巡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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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现在爱民西路路口对出有信

号灯井盖破损。因近期降雨量较大，

雨水倒灌可能会影响到信号灯而导

致交通安全事故，采集员立即上报

指挥中心，经坐席员核对后立刻派

遣至大塘分局协调处理，执法办接

到案件后联络责任单位到现场填埋维修，于 5 月 10 日消除安全隐

患。随后，城管部门组织环卫保洁单位加强路面清扫保洁，特别

是对低洼易涝处排水口周边垃圾清理，避免堵塞现象。后续，安

排区城管执法局 64 名应急抢险人员形成备勤队伍，全面落实 24

小时三级值班制度，一旦发现紧急情况，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对

各类城市管理问题尤其是恶劣天气造成的诉求第一时间受理、第

一时间派遣、第一时间督促解决，预防意外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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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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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17 17789 99.29% 17683 17571 99.37% 328 306 93.29%

南海 24638 24544 99.62% 24242 24159 99.66% 561 542 96.61%

顺德 17258 17085 99.00% 16888 16730 99.06% 420 404 96.19%

高明 9445 9387 99.39% 9230 9178 99.44% 271 263 97.05%

三水 6621 6596 99.62% 6432 6412 99.69% 283 276 97.53%

合计 75879 75401 99.37% 74475 74050 99.43% 1863 1791 96.14%

【注：周期为20220222..33.1.166-202-20222..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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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