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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管执法局召开全市城管执法系统
创文工作部署会议

6月 20日上午，市城管执法局

召开全市城管执法系统创文工作

部署会议，分析 2022 年城管执法

系统创文工作形势，研究部署近期

工作任务，传达《佛山市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整改工作督导落实方案》

精神，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推动

问题整改，全面提升城管创文工作质量。

会上，市局执法监督二科、城市管理考核科对近期城管执法

系统创文省检工作情况进行通报并要求各区城管执法部门要持续

推进市容环境卫生责任书签订和公示工作，明确责任区范围和责

任人的责任要求，监督沿街商业门店要按照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

制度要求，自觉维护门前环境卫生，形成全民参与、齐抓共管的

良好态势；要结合创文实地考察点位，加强重点区域周边及背街

小巷精细化管理工作，加大保洁、巡查、执法力度，持续促进助

图为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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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创文工作。

市局党组书记、局长苏仕超指出，创文工作必须落细、落小、

落实，将“门前三包”落实到位，形成全民参与氛围，发动市民

支持、提高市民的配合度、满意度。各区局要积极履行检查、考

核、督办责任，主动担责、密切配合，联动共治，切实增强工作

合力，取得整治实效。城管执法系统作为创文“主力军”，要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创文工作目标、任务上来，全力以赴打好

创文总体战、攻坚战、持久战。

（市局执法监督二科供稿）

市城管执法局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

为落实第 21 个全国“安全生

产月”，6月 16日全国安全宣传咨

询日当天，市城管执法局开展《贯

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十五条”硬

措施，强化城管执法领域行业监

管》安全生产专题培训，局全体干

部职工和政府雇员约 50人参加。

本次培训邀请高级工程师、国家注册安全工程师潘冬老师进

行授课，结合安全生产月“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主题，深入解读国务院安委会“十五条”硬措施、省“65条具体

措施”及宣贯《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

并组织观看了《生命重于泰山》专题片。

市城管执法局副局长余凤英在培训上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

“十五条”硬措施，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高度重视安全生产

工作，各科室要结合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结合近期“防汛”工

图为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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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要求，强化行业监管，严格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大安全

隐患排查治理，建立隐患清单台账，加大督导检查的力度，确保

城管执法领域安全稳定。

（市局市政环卫科供稿）

市局赴四会市黄田镇开展
乡村振兴工作调研

6月 15日上午，市城管执法

局党组成员、三级调研员邓政明

带领局办公室、法规科、执法二

科相关人员到肇庆市四会市黄田

镇开展乡村振兴工作调研并开展

2022 年广东（佛山）扶贫济困日

活动，黄田镇党委委员申国基及

佛山市驻黄田镇帮镇扶村工作队成员参加调研。

此次调研活动中市城管执法局特意向黄田村委和下辖的先生

塘村村民捐赠了一批电风扇，用于改善当地民生，体现对乡村振

兴工作的高度重视，对派驻干部的支持和关爱。

捐赠仪式后，调研组前往镇政府与黄田镇镇领导举行乡村振

兴工作座谈会。镇长张春华首先对黄田镇今年的工作目标进行介

绍，随后工作队队长梁柱汇报了“产业发展年”的工作思路，以

及建设“五彩黄田”的相关进展情况。

调研双方就黄田镇未来乡村振兴工作的帮扶领域、帮扶机制、

产业发展等进行了深入交流。邓政明代表佛山市城管执法局真诚

感谢黄田镇委镇政府对帮扶队的关心和帮助，表示将一如既往地

支持黄田镇乡村振兴工作，同时叮嘱工作队一定要不忘初心，牢

图为工作调研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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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使命，紧紧围绕镇委镇政府开展乡村振兴工作。要时刻把老百

姓系在心中，切实把带领村民致富作为乡村振兴工作的关键目标，

通过产业发展带动当地发展，切实提升百姓获得感、幸福感、满

足感。

（市局办公室供稿）

市垃圾分类办举办佛山市 2022 年完善
城市生活垃圾现代化管理体系专题培训班

6月 20至 22日，市垃圾分类办联合市委党校举办佛山市 2022
年完善城市生活垃圾现代化管理体系专题培训班，市城管执法局

副局长余凤英作开班动员，市垃圾分类办、各区垃圾分类办和全

市 32个镇街业务骨干参加培训。

培训班邀请北京、上海、广

州等生活垃圾处理专家讲授《新

形势下城镇生活垃圾管理的思

考》《上海垃圾分类工作经验及

疫情期间生活垃圾处理体系运行

情况》和《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经验解读》等专题课，提出

垃圾分类三全一体的理念，逐步形成全链条提升、全方位覆盖和

全民齐参与的工作思路。培训班上学员就如何解决现阶段垃圾分

类工作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积极请教专家，并以小组讨论形式

学习贯彻广东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结合课堂内容针对如何扎

实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畅所欲言，分享经验。

同时培训班还组织学员到南海区开展现场教学，先后参观标

杆示范小区南海保利壹号公馆和瀚蓝固废处理环保产业园，学习

图为专题培训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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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打造生活垃圾分类标杆示范小区的经验做法，了解

南海区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置全链条过程，为推进我市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带来积极推动。

（市局市政环卫科供稿）

市垃圾分类办召开居民区生活垃圾分类
激励工作方案解读会

6 月 23 日，市垃圾分类办举办

佛山市居民区生活垃圾分类激励

工作方案解读会，中城建院广东分

院、各区垃圾分类办、全市 32 个

镇（街）主要负责同志、佛山扶持

通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首先，市垃圾分类办解读《市

推进居民区生活垃圾分类激励工作方案》；随后，佛山扶持通相

关负责人演示平台资料填报工作步骤；紧接着，中城建院广东分

院对审核项目工作要点进行讲解；最后展开答疑交流。

会议指出，推行居民区生活垃圾分类激励工作方案对落实居

民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责任制度具有重要作用，并提出四点意见:
一是提高认识，做好宣传发动。积极做好生活垃圾分类激励资金

宣传发动工作，落实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二是加强

指导，做好审核把关。落实激励工作方案，指导村居委、物业服

务企业的申报工作，发挥正向引导作用;三是加强监管，做好资金

核支。落实资金支付使用流程监管工作，按批次向市垃圾分类办

进行资料报备，形成资金管理闭环;四是示范引领，打造特色居民

区。积极发挥生活垃圾分类激励工作方案的资金激励作用，扩大

图为解读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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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覆盖面，为打造“成百上千”的居民区示范标杆夯实基础 。

（市局市政环卫科供稿）

创文进行时 全“城”在行动

6月 6日，市城管执法局召开城管系统助力创文工作部署会，

决定采取市、区、镇三级联动模式，由市局领导分别带队成立 5
个督导组，坚持问题导向，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压实基层从严

从实完成各项创文任务。

助力创文保障工作期间，禅城区城管执法局加强各路段路面、

人行道清洗工作，出动保洁员 850人，加强园内环境卫生保洁力

度。对重点路段进行检查，对破损、掉色的公益广告进行更换。

共纠正占道经营 321宗、乱摆卖 367宗、乱张贴 236宗、清理广

告（横幅）119宗、规范摆放共享单车 587宗。

南海区共出动人员执法人员 3998人次，执法车辆 1311车次，

整治乱摆卖 421 宗、占道经营 247宗，配合清理违规共享电单车

1489辆，拆除违规设置广告牌 1306平米、乱堆放 52宗。各镇（街

道）市政办共出动市政人员 831人次以及环卫清洁工人 23749 人

次参与创文地点周边卫生保洁。

顺德区全面开展共享自行车乱停乱放整治工作，共清理不规

范停放的共享自行车、助力车共 1142辆，运营公司自行回收重要

路段车辆 3170辆。各镇（街道）共出动环卫保洁人员约 175人次，

清洗市政公厕 38座，清洗垃圾桶 411个，清理垃圾约 36.1吨。共

整治占道经营、违规摆卖 71处，乱张贴 78处。

高明区每天出动城管执法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共约231人次、

环卫园林保洁养护人员约 1279人次、工作车辆约 71车次，及时

清理违规乱堆放物共 279处，整治店外经营、乱张贴、共享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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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停放等市容环境乱象共 868起。

三水区对 7个公园实行包点包干机制，并将 3个集贸市场一

并纳入包点范围，构建区、镇两级“包干领导+包干单位+点位点

长”三级联动包干架构。共出动 439人次、98车次，整治占道经

营行为 123宗、游商乱摆卖行为 265宗，清理乱堆乱放 35处、乱

贴乱挂 32处。

市城管执法局将继续加强综合管理水平，加大执法力度，狠

抓城市管理、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部位，继续高标准、高强度纵

深开展各项工作，全力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再上新台阶，营造

整洁、优美、宜学、宜居、宜商的城乡环境。

（市局执法监督二科供稿）

2022 年高考结束 佛山城管“交卷”

为了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

静、整洁、有序、安全的考试环境，

市城管执法局提前部署，通过控噪

声、抓秩序、治环境等措施保障高

考顺利进行，同时成立督导组前往

五区指导督促城管系统高考保障

工作。

高考期间，各区城管执法系统

总出动 1169人次，437车次。其中处理乱摆卖小贩、出店经营 381
宗、处理噪音问题 27宗，巡查考场周边工地 89个（58个已停工，

4个现场叫停）。安排协调共享单车营运商整治考场周边共享单车

545余台。

各区局协调落实高考期间控制施工工地产生噪声的措施，督

图为高考保障工作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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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做好文明施工，优化环卫机械作业时间。同时对辖区内加工点、

装修、音响店等噪音源进行监管，劝导施工单位在考试期间暂停

使用高噪声的施工机械，禁止夜间施工，还考生一个安静的高考

环境。同时对各考点周边下水道、排水口进行疏通，预防暴雨天

气引起考点及其周围地域积涝，对有可能造成的洪涝灾害、树木

倒伏等组织实施紧急救援、抢险。

（市局执法监督二科供稿）

“清音”整治持续进行中：还“静”于民

近日，市民反映禅城区河宕公

园及禅城区万科城小区广场舞噪

声扰民问题，禅城区城管执法部门

迅速出动，与属地执法办进行沟

通，逐一解决市民诉求。

针对“河宕公园广场舞噪声扰

民”问题，属地综合执法办约谈了

村委会相关管理人员，要求其针对该广场舞噪声扰民情况，落实

属地管理责任，加强对广场的巡查，增加管理人员，强化管控措

施，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为周边住户营造舒适和谐的生活环境。

针对“万科城北门门口广场舞噪声”问题，禅城区城管执法

部门立即每晚安排文明劝导员和夜间噪声污染专项整治组蹲守和

机动巡查，采取“限时段、限音量”的管控措施，及时管控广场

舞噪声扰民的行为。

为进一步加强管控整治城市噪声污染乱象，改善人居环境，

营造舒适安静的氛围。6月 22日晚，市城管执法局会同禅城区城

管执法局、禅城警察到禅城区河宕公园及禅城区万科城小区开展

图为专项整治工作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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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音”整治行动效果回头看，确保整改到位不反弹。来到广场

舞现场，城管执法人员对跳舞市民进行交心谈话及宣传，向跳舞

市民宣传噪音污染危害及相关法律法规，引导跳舞市民树立公共

意识，顾及他人利益，严禁出现扰民现象，积极开展广场舞噪音

管控工作，为即将中考的孩子和周边市民营造安静的学习、休息

环境。

执法过程中，城管执法人员提出控制时间、控制音量的要求

时，广场舞爱好者均表示接受和支持。

下一步，市城管执法局将继续与各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开展“清

音”整治行动，常态化开展噪声污染整治，加强重点区域巡查，

及时管控广场舞等噪声扰民行为。市城管执法局同时也呼吁广大

市民文明开展娱乐活动，减少噪声污染，共创舒适安静、文明和

谐的宜居生活环境。
（市局执法监督二科供稿）

违建零容忍 城管在行动

违法建设不仅是城市形象的“视觉污点”，更是威胁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的“定时炸弹”。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将持续加大拆违

力度，对私搭乱建、违章建筑依法依规进行 整治，坚决做到应拆

尽拆、应改尽改、不留隐患。同时，建立长效管控机制，严防违

建乱象反弹，全面推动治违、控违工作常态化、规范化、长效化，

努力为广大市民营造一个“洁净、有序、文明、美丽”的城市环

境。

一、禅城区持续开展拆违行动，消除安全隐患

近日禅城区城管部门开展违法建设排查行动中发现，位于祖

庙街道格沙工业区的某楼顶违建当事人在未取得相关审批手续的

情况下，擅自在楼顶搭建钢结构主体框架，并用泡沫板封闭。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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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员随即向当事人开具了《责令

限期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并多

次督促，要求当事人配合处理，在

限期内自行拆除违建物，但当事人

一直未完成问题整改。为优化人居

环境，消除安全隐患，6 月 16 日上

午，禅城区城管局会同祖庙街道综

合行政执法办、综合治理办、专职消防队、属地村委，开展“一

门式”联合执法行动，对该违建与货站东路某批发市场的连廊搭

建进行依法拆除，共拆除两处违建约 4500 平方米。

二、南海区全面推进低矮破旧厂房安全隐患整治工作

日前南海区受弱龙卷风影响，部分厂房顶棚被掀起、卷走，

电线被刮断，厂房破旧的铁皮四处散落，受灾面积达 5000平方米。

为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6月 20日，南海区召开低矮破

旧厂房综合整治暨城市更新项目现场推进会，现场拆除约 3000平
方米，计划整治面积约 1000亩。会议达成共识：农村在发展过程

中还存留一批落后的载体存在消防隐患，影响了人居环境和安全

生产，对人民群众的安全构成威胁，要彻底整治低矮厂房，尤其

是要拆除违规搭建的铁皮房，并就下阶段工作提出六点建议：一

是发展要安全；二是产业要升级；三是执法要严明；四是工作要

高效；五是治理要系统；六是民生要优质。

三、顺德区结合清岸行动，拆除小区违建

自 4月以来，顺德区镇联合对大良银涌河一带持续开展清岸

行动，有效提升顺峰山公园周边人居环境，改善区域城市面貌。

顺德区通过前期排查，发现某小区共有 47宗违法建筑，目前已完

成拆除 31宗，治理初显成效。顺德区抽调其他镇街人员采取交叉

执法的形式开展多轮联合执法行动。6月 14日，顺德区以水兴城

办、区城管局联合各部门对某小区开展交叉联合执法行动，本次

图为拆除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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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在前期耐心细致的摸查和宣传工作的基础上，对该小区 2户
共计 130平方米的违法建筑启动拆除。

接下来，执法人员将深入细致开展宣传引导，加大宣传教育

力度，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通过加强事前巡查、事中处置、事

后处罚力度，达到“不敢违、不能违、不想违”的社会效果。

（市局执法监督一科供稿）

数字城管 6 月通报
线下+线上 巡查跑出新速度

数字城管就像一座城市的“大脑”，指挥协调着城市的方方

面面。城管工作者通过线下网格化巡查+线上视频监控，进一步提

高了城市管理智能化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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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南庄大道西隆

庆市场对出的位置有个雨水箅子破

损严重，露出一个大洞，且现场未

作相关围蔽措施，不仅影响居民出

行，还存在严重安全隐患。采集员

见状，立即将案件进行上报，区住

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接到案件后，马上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放置

警示锥桶，拉起警戒线，提醒过往行人及车辆，同时联系施工人

员到场，仅用了 1 小时便将破损的雨水箅子修复完成。减少了由

于井盖破损带来的安全隐患，确保市民出行安全。该案件充分体

图为现场处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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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智慧化城市管理第一时间对接、多部门联动、高效率解决的

工作模式。

南海区

近期，狮山镇信息采集员在日常巡查过程中，发现狮山镇小

塘教育路施工路段未开启喷淋系

统，导致扬尘问题。随即拍照上报

至狮山镇智慧城市运行中心，中心

坐席员根据图片的现场情况，与信

息采集员了解得知，该路段正在进

行红星运河水系水环境综合治理项

目 EPC 工程，该工程的围蔽板有配

置喷淋设施，但施工期间并没有正常使用。考虑到附近居民楼较

多，施工引起的扬尘对附近市民的生活环境影响较大。对此，中

心坐席员立即对该案件进行登记立案，联系罗村综合执法中队处

理该案件。经核查，确认现场已开启喷淋设施，采取有效措施对

扬尘问题整改完毕后，狮山坐席员对该案件进行结案处理。

。

顺德区

近期，陈村镇数字城管指挥中

心接到交办案件：陈村镇胜威保安

大厦附近积存大量生活垃圾、建筑

垃圾、工业垃圾，影响通行且污染

环境的问题。坐席员接案后，随即

将案件派遣至责任部门并督促尽

快处理，在数字城管监督机制下，

责任单位即时安排保洁人员到达现场查看了解情况，发现情况属

实。保洁人员到达现场时附近一商铺铺主仍将垃圾迁移该位置堆

放，保洁人员阻止无果后，将问题反映至陈村综合行政执法办公

图为现场处置照片

图为现场处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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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执法人员随即到达现场并对当事人进行沟通教育并禁止了该

违法行为，当事人表示配合并同保洁人员一起清理积存的垃圾。

对案件处理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各单位部门积极沟通，各司其职互

相配合，得到有效的响应。

高明区

近期，高明区数字城管中心街

道信息采集员在例行巡查时发现

沧江路 433号门前，堆放着面积超

过 10立方米的建筑垃圾，严重影

响该小区的市民出入和该路段的

行车安全。采集员立即将该情况拍

照上报至高明区城市管理服务系

统，数字城管指挥中心坐席员在确认情况属实后，将其派遣至高

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到场核实后通

过走访无法第一时间联系堆放建筑垃圾的当事人，为尽快处理该

处建筑垃圾，执法人员马上联系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市政股对该处

大面积的建筑垃圾进行清理安排。目前，该问题已得到解决。

三水区

近期，三水区充分运用视频监

控平台开展线上巡查，采取高频

次、高标准的巡视检查、随机抽查、

联合检查等方式，对街面开展乱象

整治工作。6 月 16 日 9:30，数字

化城市管理股负责视频监控的工

作人员通过实时监控画面发现：西

南街道汇丰豪园公交站对面存在积存非生活垃圾、渣土情况。从

视频监控中可以看到，积存的建筑垃圾量较大。指挥中心立即与

中队执法人员进行沟通，9:40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后督促商家清理

图为现场处置照片

图为现场处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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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垃圾。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发现监控区域内的问题，做到第一

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有效提高了执法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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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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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65 17055 99.94% 16969 16964 99.97% 123 123 100.00%

南海 19621 19562 99.70% 19502 19448 99.72% 158 158 100.00%

顺德 15760 15580 98.86% 15606 15431 98.88% 163 161 98.77%

高明 8570 8561 99.89% 8491 8483 99.91% 95 95 100.00%

三水 6260 6250 99.84% 6188 6188 100.00% 75 74 98.67%

合计 67276 67008 99.60% 66756 66514 99.64% 614 611 99.51%

【注：周期为20220222..44.1.166-202-2022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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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