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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全市城管执法系统创文及
绿化迁移工作会议

7月 31日下午，市城管执法局苏仕超局长主持召开全市城管

执法系统创文及绿化迁移工作会议，各区局主要领导及市局相关

科室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上对近期创文实地测评结果及问题、

市容 AI、电动车停放管理、绿化迁移审批等工作开展情况进行通

报，相关区局进行经验分享交流。

苏局长强调：一是加强创文实地测评保障，要压实镇街责任，

加强对农贸市场周边及背街小巷等重要点位环境卫生、市容秩序

管控，对市政设施破损应修快修，加大对公益广告巡查力度，加

快清理陈旧垃圾。二是加强对电动车及共享自行车停放管理，对

停车位要应划尽划，摸清底数，同时要压实运营企业及第三方管

理公司责任，尽快开展停车秩序整治工作。三是要落实好树木迁

移审批工作，对于重大项目建设要提前介入，协调好项目建设与

迁移审批时间，做到并联审批，同时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要特别处

理。

（市局办公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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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同市应急管理局到高明生活
垃圾填埋场开展安全生产督导检查

为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建

设，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落实各项安全生产管控措施，7
月 13日，市应急管理局彭联生

副局长、市城管执法局余凤英

副局长带队到高明区生活垃圾

填埋场、焚烧厂开展安全生产

督导检查工作。督导组现场检

查了高明生活垃圾填埋场、焚烧厂；随后进行座谈，听取了市绿

能公司、驻场监管关于佛山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提质改造项目

总体情况及安全生产管理情况的汇报，并对填埋场、焚烧厂的风

险点和应急管理工作展开交流讨论。

余凤英副局长强调，佛山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提质改造项

目对环卫行业意义重大，该项目得到了省、市领导及相关部门的

肯定与重视，安全生产责任更加重大，企业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形成安全生产系统化管理模式，同时充分发挥第三方驻场

监管作用，强化监管责任，开展垃圾处理设施企业交叉互检，合

力消除安全隐患，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彭联生副局长对佛山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提质改造项目绿

色环保的生产理念及先进的生产工艺表示肯定，并对安全生产工

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坚持“两个至上”及“安全为了生产，

生产必须安全”的安全生产理念，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省、市

关于安全生产的会议精神，时刻绷紧安全弦；二是要压实企业主

体责任，督促企业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安全生

图为检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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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管理人员，及时签订责任书，明确各方安全生产职责；三要做

好风险点应急预案工作，严格把控垃圾处理设施项目运行安全，

共同努力消除安全隐患，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环

境。

（市局市政环卫科供稿）

与市文明办组织召开城市市容市貌
创文专项测评工作培训会

为更好开展城市市容市貌创文专项测评工作，7月 11日下午，

市城管执法局与市文明办联合召开了城市市容市貌创文专项测评

工作动员培训会。参加人员有市、区城管执法人员和市文明办创

文实地检查组工作人员，共 64人。市文明办副主任周捷、市城管

执法局副局长程斌出席会议并动员讲话。

程斌副局长指出，一是要提

高政治站位，创文是市委市政府

的中心工作之一，是业务工作，

更是政治性任务。要充分认识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重要性，要在

创文中展现城管作为。二是要将

城市管理考评工作融入到创文专

项测评中。在本次工作中要认真学习，全面掌握全国文明城市测

评体系以及各项指标，为日后考评标准的优化与调整作准备。三

是要克服各种困难，服从工作安排，高质量高标准完成本次测评

任务。本次行动抽调人员众多，检查区域跨度大，涉及全市 32个
镇街，时间短任务繁重，实行跨区互检，同时面临疫情防控的压

力，大家要保持高度的一致性，服从大局，听从指挥，克服困难。

图为培训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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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文明办副主任周捷一是强调了本次工作的重要性并分享了

历年创文测评的工作经验，明确了“服从工作调配、坚持公平公

正、严格执行标准、严肃工作纪律”四点要求；二是要改革创新，

运用创文实地测评与城市管理考评相结合考核模式，彼此不分家，

协同作战，深度融合，共同促进城市管理水平的提升，为今年的

全国城市的实际测评工作打好基础。

随后，由市文明办创文实地检查组工作人员对参会人员进行

培训，培训内容涵盖文明城市创建概况、创文实地指标、检查注

意事项等内容，并就本次实地考察的主要内容、考察的方式方法

等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市局城市管理考核科供稿）

召开佛山市园林绿化管理考评十年专项交流会

7 月 26 日上午，市城管执

法局组织召开全市园林绿化管

理考评十年专项交流会。市局

程斌副局长及市、区园林绿化、

城管考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

参加，各参会人员围绕我市园

林绿化管理考评工作开展十年

来园林绿化方面的巨大变化、取得的显著成绩、目前存在的难点

问题、下一步对管理和宣传的建议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发言，大家

充分肯定了园林绿化管理考评工作对我市园林绿化建设、管理水

平提升的有效促进作用，并对如何科学的收集园林绿化方面的各

类数据、进一步加强园林绿化管理宣传提出了相关意见。程斌副

局长最后进行了点评，提出三点工作要求：一是想办法加大和保

图为交流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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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园林绿化方面的资金投入，确保园林绿化养护高质量、建设高

品质；二是要大力加强园林绿化专业人才的配备，提升园林绿化

管养的专业技术水平；三是要着力做好“文明出行、爱花护草”

宣传，提高市民爱绿护绿意识。

（市局城市管理考核科供稿）

全市城管执法系统开展城市大清洁行动

为加强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工作，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

平和城市品质，营造整洁、有序、美丽的市容环境，助力创建文

明典范城市，全市城管执法系统于 7月 29日至 8月 7日组织开展

为期 9天的城市大清洁行动。7月 29日动员部署，7月 30日上午

在禅城区举行行动启动仪式，市、区、镇三级城管执法部门联动，

联合环卫保洁公司、村居委会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等开展城市

大清洁行动。本次大清洁行动主要对主次干道、人行道、公园、

广场、农贸市场周边、背街小巷等场所，以及各类公共设施、公

厕、垃圾收集站点和容器、绿化池、绿化围栏、建筑外立面等进

行清洗和维护。周六日两天，共计出动约 6500人次，出动各类保

洁设备、车辆约 661车次，清运生活垃圾约 700吨。接下来，市、

区、镇（街道）城管执法部门将继续深入开展城市大清洁行动，

进一步提升城市环境卫生，让市民居住环境更整洁、干净。

此外，对于乱摆卖、占道经营等乱象，各级城管部门除了加

强日常巡查和执法，还应用 AI技术，辅助问题发现与监管。目前

已开发完成市容 AI系统，通过共享各创文点周边的摄像头资源，

自动识别出店经营、流动摊贩、乱堆物料、暴露垃圾、非机动车

乱停放、违规遛狗以及违法设置广告牌匾等常见的城管问题，并

通过数字城管系统进行问题派遣处置，大大提高问题发现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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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系统上周启动试运行，取得较好效果，对于出店经营等问

题系统会以短信方式提醒经营者自行纠正，如不改正再派执法人

员前往处置。下一步，市城管执法局将进一步完善系统功能，增

加视频监控点位，逐步在全市范围推广应用，以科技助力创文工

作。

（市局市政环卫科供稿）

致敬烈日下的坚守者——全市开展一线
环卫工人慰问活动

近日，市城管执法局发出《关爱环卫工人倡议书》，倡议全

社会关心关爱高温天气下作业的环卫工人，让尊重环卫工人、珍

惜环卫成果成为良好的社会风尚。全市各区也陆续开展环卫工人

关爱活动，以实际行动致敬佛山“城市美容师”。

7月 22日，禅城区城管局开展“致敬劳动、情系盛夏”为主

题的“送清凉”活动，为约 2000名一线环卫工人、1000多名园

林工人发放防暑降温物资送上清凉饮料等防暑物资；7月 26 日，

南海区城管局联合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开展“夏季送清凉”活动

以及环卫工人关爱活动物资捐赠签约仪式，计划向一线环卫工人

派发总值近 200万元关爱物资，鼓舞广大环卫工人“战高温、保

运转、保安全”，爱心企业也响应倡议，向南海区桂城街道一线

环卫工人开展防暑慰问活动，为环卫工人送上清凉饮料、十滴水

等防暑物资；7月 15日至 23日期间，顺德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各镇

街综合执法办开展了“夏日送清凉，致敬高温下的守护者”系列

活动，为一线环卫工作者送上菊花茶、清凉油、藿香正气液等消

暑饮品和防护药品；高明区城管局从 7月中下旬以来，每周为环

卫工人提供不少于 2次品种多样的解暑饮品、糖水及防暑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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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区于 7月 23日举行“点赞劳动美 致敬环卫人”城市美容师

青年挑战营暨党员送清凉志愿服务活动总结座谈会，组织学生志

愿者、党员与环卫工作者“一对一”结对，送上了清凉饮品和小

礼物。

（市局市政环卫科供稿）

佛山城管给生活噪声按下“静音键”

为贯彻落实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着力解

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噪声扰民问题，市城管执法局通过

强化执法巡查、宣传教育、落实整改等措施，组织各区城管执法

局开展城管执法系统“清音”专项整治行动。

自行动开展以来，各区城管执法系统共出动 8452人次，3256
车次，查处社会生活噪声 558宗、责令改正 960宗、警告 711宗、

罚款 9800元。

针对河宕公园及万科城小区广

场舞噪声扰民问题的后续跟进情

况，6月 29日晚，禅城区南庄镇综

合执法办再次开展专项行动。在万

科城北门西侧，执法人员对一支多

次教育劝导仍不整改的广场舞队伍

进行制止，并现场暂扣高音喇叭 1
个；在北门东侧，执法人员结合现场噪音监测值向鼓乐活动群众

指出其噪音扰民行为，经过耐心劝导与沟通，鼓乐活动群众认识

到问题所在并逐渐离场。经过近半个月的夜间联合整治以及日常

巡查管控，7月 11日与 13日晚，南庄城管执法人员在巡查中均没

有发现小区北门及周边存在市民聚集活动产生噪声扰民的乱象。

图为行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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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城小区周边恢复了以往的宁静，过往的业主纷纷表示“回家

不用再捂着耳朵跑进门了”。下一步，南庄城管执法人员将坚持

落实常态化夜间市容整治，通过定点管控+机动巡查的方式，加强

巡查，及时对各类市容违法行为进行制止、处罚。

7月 5日晚，南海区大沥镇执法人员在大沥镇联滘社区联滘路

石英实验学校附近巡查时，发现一处大音量播放音乐的噪声源，

考虑到正处于中考备考期间，该噪声源可能会影响附近学生的学

习与休息。执法人员立即上前了解情况，发现一餐饮店铺门前的

胶椅上摆放着一个黑色音箱，正在播放响亮的音乐并用于招揽顾

客。执法人员向该店铺负责人宣讲了相关法律法规并责令其立即

停止该制造噪声的行为，该店铺店主随即关闭其音响，停止了播

放音乐。后续经调查执法人员对该店铺责任人噪音扰民的行为处

以了 200元的行政罚款以示警戒。

6月 7日，顺德区城管执法人员在容山中学执法巡查中发现容

山中学对面锦兴铝材加工店铺有工作人员正在装卸货物，并发出

噪声。由于当时正进行全省普通高考，为避免该噪声影响考试顺

利进行，执法人员立即叫停装卸行为，并与店铺工作人员进行解

释、教育，提醒高考进行期间，要停止一切产生噪声的生产环节，

确保高考顺利进行，店铺负责人表示理解并配合。下阶段，顺德

区城管执法局将继续加大路面执法巡查力度，减少社会生产噪声

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对屡教不改或整改不到位的情况，将联系属

地公安部门，通过联合行动开展治理。

6月 30日，高明区城管执法局收到群众反映明国路滨江湿地

公园有一群人在弹唱。考虑到正处于高考备考期间，该噪声源可

能影响到附近学生的学习和休息。执法人员立即前往处理，现场

发现三名市民聚集在湿地公园一角使用吉他等乐器弹唱。经了解，

市民是为了纪念黄家驹在此处进行弹唱，执法人员对三名市民宣

讲了相关法律法规，向其解释目前正处于备考期间，纪念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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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影响到附近学生的休息。最后，市民均表示接受，答应降低

音量，并在 10点前离场。

6月 22日，接到市民反映西南公园日间产生噪声扰民的问题，

三水区城管执法部门快速反应，立即采取措施解决。一是约谈西

南公园管理方商讨解决方案；二是联合西南街道综合执法办、西

南公园管理方对 4 处唱歌、跳舞爱好者进行教育劝导并要求其调

低音量。其中 1处市民承诺不在此处唱歌，其余 3处市民承诺会

调低声音，不给其他市民造成困扰。接下来，三水区城管执法局

将继续加大该路段的巡查力度，持续跟踪督促整改，不定期进行

“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还市民一个安静、舒适的生活环境。

针对噪声扰民问题，市城管执法局将继续检查督导各区做好

常态化“清音”专项整治行动。同时强化宣传，充分利用不同的

宣传渠道，采取形式多样化的宣传手段，宣传和普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持续为广大市民营造安静、舒适、文

明的人居环境。

（市局执法监督二科供稿）

铁拳治违 全市持续整治违法建设

全市按照“杜绝增量、消化存量、建立机制、确保长效”的总

体目标，持续保持拆违治乱高压严管态势，不断提升城市环境品

质，全面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

感，打造美丽宜居佛山。

一、禅城区“重拳出击”，持续

开展铁拳 20 号拆违行动

4月份禅城区对 21宗已纳入安全

监管备案的违建项目进行了联合检
图为拆除顶棚钢板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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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安全检查时发现某市场楼顶羽毛球馆存在疑似违章搭建且顶

棚采用的是非防火材料彩钢板，不符合消防安全规定，同时存在

破坏房屋承重结构以及高空坠物等安全隐患。在约谈当事人并开

出限期整改通知书后，城管执法人员发现当事人未按时整改，7
月 12 日执法人员对该市场楼顶违建进行拆除，拆除面积约 2000
平方米，成功消除了高空安全隐患。

二、南海区“柔性执法”，引导业主开展违建自拆

7月 12日下午，南海区某工业园厂区内，业主正在对工业园

区内的违建厂房进行自拆。据了解，此处违建厂房自拆，是南海

区通过“一造势+一到位+三勤”工作方法，有效劝导违建业主自

拆的又一典型案例。“一造势”是指增强宣传攻势。借助媒体宣

传攻势，同时在违建场所拉挂治违宣传标语、喷字等方式营造宣

传氛围、增强宣传攻势。“一到位”指违法认识到位。从法律层

面充分阐释“违必拆、违必治”，

让违建业主认识到违法行为，打

消其观望态度和侥幸心理。“三

勤”指勤劝说、勤借力、勤督促。

“勤劝说”即多次反复劝说，告

知违建业主自拆和强拆的区别，

分析自拆才是最大限度减少经

济损失及其他不良影响的方式，争取获得违建业主的信任和支持。

“勤借力”指联合多部门，结合多方面对违建业主做思想工作。

“勤督促”指对承诺自行拆除违建的业主勤于督促，促使其按时

完成自拆工作。

接下来全市将继续保持对查处违法建设的高压态势，亮态度、

出重拳，发现一宗、打击一宗，坚持违法建设“零容忍”态度，

为建设宜居、宜业的高质量城市保驾护航。

（市局执法监督一科供稿）

图为拆除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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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城管 7 月通报 城市管理不降温

进入 7月以来，持续高温天气，城管工作者不惧“烤”验，

用汗水守护着城市，通过线下网格化巡查+线上视频监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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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聚锦路广东汉容对

面对出的位置有个圆形井盖破损严

重，钢筋已裸露在外，存在安全隐患

且影响通行。虽然现场无明显相关标

识，但采集员现场通过观察，见到井

内存有污水，初步判断为污水井，便

立即将案件进行上报，随后，座席员迅速将案件派遣至禅城区住

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工作人员马上到场核查，对破损井盖的位

置做好临时围蔽措施，同时联系施工人员到场进行补缺处理，不

到半天时间，现场已修复完毕，消除了安全隐患。

南海区

近期，九江镇智慧城市运行中心

收到群众来电，反映璜矶东经济社入

口路面破损严重，面积大约2平方米，

影响通行且存在安全隐患。中心坐席

员安排信息采集员到现场核实情况

后，对该案件进行登记立案并派遣到

九江镇市政部门，同时通知其尽快处理。由于破损的路面涉及公

图为现场处置照片

图为现场处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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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车专用道，九江镇市政办接到案件后，当天制定了解决方案并

与公交车公司进行沟通协调。次日，市政办安排施工队到达现场

进行施工，将破损路面重新加厚填充修补，保障了市民出行的便

捷和安全。目前，破损的路面已经修复完毕。

顺德区

近期，杏坛镇数字城管指挥中心

接到市民反映水浸问题，杏坛镇综合

行政执法办高度重视，迅速落实应急

措施，对水浸路段设置警示牌、指示

牌，调配疏通和排涝设备强排积水，

同步做好积水退去路段的清理保洁

工作，最大程度降低水浸带来的影

响。

高明区

7 月 19 日，高明区数字城管中

心街道信息采集员在例行巡查时发

现锦苑二巷对面路段有下水道井盖

缺失，存在安全隐患且影响出行。

考虑到此处位于老旧小区居民楼

下，居住的多为老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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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中心坐席员在确认情况属实后，将其派遣至

高明区城市管理公用事业服务中心，服务中心接报后第一时间到

场进行围蔽处理，补上缺失井盖且对井盖基础路面进行修复。该

问题用时不到 2小时就处理完毕。

三水区

近期，三水区运用视频监控平台开展线上巡查，通过实时监

控画面发现：西南街道沙头市场以及商业城市场附近存在游商乱

图为现场处置照片

图为现场处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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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卖现象，对周边群众的日常生活及

车辆出行造成较大影响。指挥中心立

即与执法人员进行沟通，在 30分钟内

到达现场并进行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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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现场处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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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2022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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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结

案数）

按期

结案

按期结

案率

立案（应结

案数）

按期

结案

按期结

案率
立案

按期

结案

按期结案

率

禅城 18762 18744 99.90% 18473 18458 99.92% 413 411 99.52%

南海 27087 27004 99.69% 26723 26650 99.73% 570 569 99.82%

顺德 17743 17542 98.87% 17301 17104 98.86% 517 513 99.23%

高明 9496 9471 99.74% 9230 9211 99.79% 314 308 98.09%

三水 6747 6726 99.69% 6492 6474 99.72% 345 342 99.13%

合计 79835 79487 99.56% 78219 77897 99.59% 2159 2143 99.26%

【注：周期为20220222..55.1.166-202-20222..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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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