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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住建厅在我市召开高铁沿线安全隐患

整治工作座谈会

8 月 18 日下午，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执法监督处处长罗锦荣在市城管执法局

主持召开佛山市高铁沿线安全隐患整治

工作座谈会，市城管执法局主要领导、

分管领导、科室负责人，市轨道交通局

相关科室负责人，南海区、顺德区、三

水区城管执法局分管领导、镇街执法办、

村居相关人员及广州南高铁公务段安全科助理工程师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佛山市高铁沿线安全隐患整治工作进展和整治情况

的汇报，各参会单位就高铁沿线隐患整治、桥下空间综合利用等

进行充分研讨。

会议传达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

关于铁路安全的决策部署，要求各相关部门必须统一思想认识，

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抓紧抓实高铁沿线安全隐患整治工

图为座谈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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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各相关单位、路地双方要高度重视，尽快完善工作沟通机制，

进一步明确职责、措施办法，强化责任担当，着力改善高铁沿线

及周边环境面貌，营造安全、整洁、有序的高铁沿线环境。

（市局执法监督一科供稿）

市政府召开全市城管执法系统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会议

7 月 27 日下午，市政府召开

全市城管执法系统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工作会议，陈伟明副市长、

林小芳副秘书长，市城管执法局、

市文明办、市市场监管局相关领

导、各区政府分管领导、各区城

管执法局主要领导参加了会议。

会议对佛山市创建文明城市 2022 年省检情况、市委常委会有

关会议精神及市主要领导对加强电动车停放管理相关指示进行传

达，并对近期创文联合考评情况进行通报，各区城管执法局对创

文工作进行表态发言及提出下一步工作措施。

陈伟明副市长要求各区要找准问题精准施策，形成检查-布置

-督导的工作闭环，一是要加大背街小巷的巡查力度，特别是农贸

市场周边区域要充分发动社区（城中村）干部，做到及时发现市

容管理乱象，能改立改、不能即转，形成良好处理机制。二是要

在做好日常清扫保洁工作的基础上，加大重点区域周边及背街小

巷的环卫保障力度，合理调度人员和车辆，适当增加保洁与清运

频次，做到生活垃圾日产日清。三是要规范设施设置，按要求设

置无障碍卫生间、分类垃圾桶，确保相关标识设置合理、内容准

图为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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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完好无损。四是特别要加大对户外悬挂的国旗、重点标语、

特殊人物画像等的巡查力度，发现有破损或污渍的要及时清理、

更换。

会议要求，城管执法部门要做好电动自行车停放影响市容环

境和绿化问题的治理，重点做好主要道路、市场、医院、地铁站、

小区、商圈、写字楼等重点区域周边车辆停放秩序的日常巡查和

不定期检查。对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电动车乱停乱放问题要下大

力气进行重点整治，对严重影响市容的要提请城管委对相关部门

及其主管单位进行督办。

（市局执法监督二科供稿）

勇于自我革命，永葆先进纯洁

——市城管执法局召开 2022 年纪律教育学习月动员大会

8 月 18 日下午，市城管执法局召开

2022 年纪律教育学习月动员大会，贯彻

落实市委部署要求，统一思想认识，明

确内容要求，提出具体措施，集中开展

学习。局党组书记、局长苏仕超讲授纪

律教育廉政党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程斌主持会议，市纪委监委派驻市住建局纪检监察组副组长邹志

参加会议。全体局领导及干部职工共 120 余人参加大会。

会议对《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2 年开展纪律教育

学习月活动方案》进行详细解读，结合近期通报的基层执法人员

违纪情况，再次强调持续深化基层执法领域侵害企业和群众利益

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巩固治理成效工作的重要意义。

图为动员大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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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仕超同志紧扣“勇于自我革命，永葆先进纯洁”的纪律教

育学习月活动主题，以“重温党的纪律建设史，不断强化党规党

纪意识”为题，从党章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党的纪律建设史，加强

纪律建设的认识、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规矩，时刻保持“赶考”

的清醒、在新征程中奋勇争先三个方面，为全局工作人员上了一

堂生动的廉政教育课。要求全局党员领导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贯彻落实好省市第十三

次党代会精神，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加强思想建设、警示教

育和廉政文化建设，筑牢思想防线，不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

治品格，为佛山争当地级市高质量发展领头羊提供坚强保证。

会议最后全体参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廉政警示教育片《警钟长

鸣》，对照检视、警醒自身，进一步增强了纪律教育的时效性。

（市局机关纪委供稿）

牢记初心使命 筑牢思想防线

——市城管执法局党员干部到纪法基地接受党纪廉政教育

8 月 20 日，市城管执法局全体局

领导班子、各科室正副职负责同志 25

人到佛山市纪法教育基地开展廉政教

育活动，筑牢防腐拒腐思想防线。

本次教育活动紧扣“勇于自我革

命，永葆先进纯洁”的纪律教育学习

月活动主题，结合持续深化基层执法领域侵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突

出问题专项整治巩固治理成效工作开展，旨在通过教育活动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严守政治纪律，践行“两个维护”，改进作

图为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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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砥砺奋进。两个多小时的学习参观中，通过工作人员生动的

讲解、正反面案例的展示以及违法犯罪人员的现身说法，全体党

员干部心灵深处都受到强烈震撼。一个个真实的腐败案例，一次

次敲响廉洁自律的警钟，不断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集体重

温入党誓词仪式，再一次警醒每一位党员牢记初心使命，筑牢理

想信念。

连续四年到纪法教育基地接受党纪廉政教育，有力促进了全

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开展，使得初心使命、廉洁自律的意识真正

深入到每一位党员干部的心中。正如参观过后一位同志在留言簿

上写的那样：“通过参观纪法教育基地，深刻体悟到当失去以后，

才知道普通、简单的一件事情会变得稀有和珍贵。”

（市局机关纪委供稿）

召开五区户外广告和景观照明管理工作会议

8 月 30 日下午，市城管执法局召开了

户外广告和景观照明管理工作会议，局党

组书记、局长苏仕超主持会议并讲话，局

党组成员，三级调研员邓政明、市局市容

科负责同志，以及五区城管执法局分管领

导、相关科室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会上，市网信办聘请的第三方网络安全服务商奇安信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参会人员进行了“二十大 LED 网络安全风险”

的专题网络安全培训。各区局分别对户外广告管理及审批情况、

景观照明项目运行等情况进行了汇报。

苏仕超同志要求：一是各区局要迅速组织各镇街摸清本辖区

LED 户外广告和景观照明设施的底数，建立重点关注对象名单；

图为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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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要对照“三联三管（联网、联播、联控，安全管控、导向监

管、广告监管）”的要求，对全市所有 LED 户外广告和景观照明

设施的联网状况、日常运维情况、应急处置及问题整改机制等情

况进行检查，发现问题立即落实整改；三是要求各级城管部门要

高度重视 LED 户外广告和景观照明设施的网络安全，确保 LED 户

外广告和景观照明设施在网络安全方面不出问题。
（市局市容管理科供稿）

召开电动自行车停放秩序工作会议

8 月 30 日下午，市城管执法局党

组成员、三级调研员邓政明同志主持

召开全市电动自行车停放秩序工作会

议，市局市容科科室负责人以及五区

城管执法局分管领导、相关科室负责

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各区局就目前开

展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的进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进行汇

报，并就电动自行车停车秩序管理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

邓政明同志强调，本次专项整治行动结束后，各区要继续做

好电动自行车停放管理的日常巡查工作和信息报送工作，加大对

非机动车文明停放宣传力度，持续优化电动自行车停放秩序，提

升我市城市容貌。
（市局市容管理科供稿）

图为会议现场



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简报

— 7 —

综管平台（一期）项目通过专家评审

8 月 26 日，佛山市城市综合管理

服务平台（一期）项目验收专家评审

会在市城管执法局召开。评审专家组

成员、项目建设单位、承建单位（城

云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和监理单

位（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相关人

员共 22 人参加了会议。

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是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重点工作任

务，是落实住建部全国首批 16 个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试点城市

的工作内容。平台围绕推动实现城市“干净、整洁、有序、安全、

群众满意”的基本目标，建设“6+X”系统，其中“6”包括了业

务指导、指挥协调、行业应用、公众服务、数据汇聚、数据交换

等系统；“X”是根据佛山实际需求拓展的本地应用，包括数据资

源中心、统一能力中心、数字驾驶舱等；行业应用包括智慧市容、

数字城管、建筑废弃物、养犬、环卫、园林绿化等 13 个专题应用。

平台建设结合佛山市智慧城市建设、“一网统管”建设、“城市

大脑”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数据融合共享，加强

专题数据库建设，探索构建精准化智能化城市管理体系，强化数

字技术在城市管理领域的应用。

会议听取了建设单位市城管执法局的项目总体情况介绍、监

理单位的项目监理情况、承建单位的建设概况及成果展示。随后，

专家组审查项目文档、研究成果、质询项目建设相关情况。经过

充分质询与讨论，专家组一致同意该项目通过验收。

（市局数字化城市管理科供稿）

图为评审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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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开展全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安全生产专项交叉检查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十五条

重要措施和省、市安委会关于开展安全生

产大检查工作的有关通知要求，强化行业

监管，7 月 26 日-28 日，市城管执法局组

织各区城管执法局、行业安全专家及第三

方驻场监管单位成立检查组，采取跨区域

交叉检查的方式，分别到南海区生活垃圾焚烧厂、顺德区生活垃

圾焚烧厂、高明区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焚烧厂）、三水区白泥

坑垃圾卫生填埋场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市城管执法局余凤英

副局长和驻局纪检监察组邹志副组长参加检查工作。

检查组听取各运营企业安全生产情况汇报，按照检查清单实

地检查垃圾处理设施安全情况，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现场通报，

并移交属地区局督促企业落实整改。

最后，检查组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各区局要高度重视安全生

产工作，落实属地责任，强化行业监管，实行跨区域互检常态化。

二是加强生产区域安全管理，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员工

教育培训，提高安全意识，加大隐患排查力度，消除安全隐患。

三是针对近期天气持续高温，要防范火灾、爆炸等风险，采取针

对性的防范措施，认真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确保垃圾处理设施安

全运营。

（市局市政环卫科供稿）

图为检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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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市城管执法系统开展
第二轮城市大清洁行动

8 月 1 日起，全市各级城管执法部门

同步开展了第二轮城市大清洁专项行动，

对环境卫生薄弱环节、问题反复的区域加

强清洗频次和整治力度，深入巩固首轮行

动成效。至 8 月 7 日城市大清洁行动共出

动约 17917 人次，各类保洁设备、车辆约

2352 车次，清运生活垃圾约 3706 吨。

第二轮城市大清洁行动中，各区城管执法部门找准重点、难

点，有针对性地再次开展行动。一是加强对城区主次干道、人行

道的保洁力度，安排一线保洁人员开展道路清扫、巡回保洁工作，

保障路面干净整洁；二是增加对道路分隔设施、道路标识牌、景

观雕塑、公交站亭、绿化带、公共厕所等“城市家具”的清洗和

养护频次，确保设施设备整洁、美观，垃圾收集容器不满溢，垃

圾日产日清；三是对城中村、背街小巷和开放式小区等区域的卫

生死角进行全面清扫保洁，清理地面散落垃圾、清疏沙井、雨水

栅、及时清理积水、落叶。四是重点对店铺占道经营、流动商贩、

垃圾乱堆乱放、乱张贴广告等市容乱象进行排查与治理，执法人

员耐心宣传动员、引导商户入店经营，主动帮助经营户搬运货物，

规范流动商贩进入周边市场有序经营，维护城市管理秩序等。

全市各级城管执法部门通过紧密衔接，形成了强大的工作合

力，使本次城市大清洁行动成效显著。接下来，全市各级城管执

法部门将继续完善工作机制，积极探索城市管理新举措、新模式，

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助力创建文明典范城市。
（市局执法监督二科供稿）

图为行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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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创建｜佛山城管规范划线

让非机动车停放“守规矩”

为深入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进一步规范非机动车辆停放

秩序，市城管执法局组织五区城管执法部门开展非机动车停车区

域划设专项行动，要求五区城管执法部门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

施，确保整治行动取得实效。

8 月份以来，市城管执法局联合市公安局、交通运输局和市场

监管局等部门组成联合执法组，开展了 4 次专项执法检查行动。

重点对各区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登记、停放、通行和共享电

动车运营管理等情况开展执法检查，督促属地相关管理部门加大

管理力度，维护良好的市容市貌和交通通行秩序。8 月 1 日至 24

日整治期间，全市已补划、加划 33022 个停车点位。目前，全市

非机动车停放点位约 50922 个。

禅城区

禅城区城管执法局针对地铁口、公交站、

临街商铺处等区域市民对取用和停放共享自

行车的需求较大，原有的停车泊位数量难以

满足停放需求，容易造成乱停放的情况。在

城市主次干道、交通枢纽、商场、校园以及

农贸市场周边集中划设新停车位，以不影响行人通行、保障道路

畅通为前提充分利用绿化带、人行道、人行天桥引桥底等空间，

因地制宜进行设置。除新增自行车停放点以外，禅城区城管执法

局还督促各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电动车）经营企业加强日常巡查，

通过智能化监管调度，把车辆精准投放到用户需求点位，多管齐

下，共同规范共享自行车、电动车停放秩序。

图为行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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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

南海区城管执法局加强中心区域非

机动车停放检查及停车位实地划设工作。

强调划设非机动车停车位要科学合理，切

实做到“引导”作用，确保选点位置不能

与盲道、自行车专用道、机动车道区域重

叠；选点位置可用区域不能太小；对于小面积停车位，可因地制

宜引导非机动车斜着停放等。

顺德区

顺德区城管执法局 7 月份以来三次组

织镇街综合执法办和车企召开工作督导协

调会，统筹协同共享车辆管理和执法工作

并制定工作方案，扎实开展共享车辆专项

整治行动。

针对顺德区乐从镇未经允许投放共享电动自行车情况，顺德

区城管执法局在全区范围内进行了通报，要求乐从镇全面清理违

规投放的车辆，其他镇街开展自查，目前乐从镇已组织清理违规

投放车辆 70 台，后续也将持续加强路面巡查监管，发现违规投放

问题坚决予以清理和处罚。

高明区

高明区城管执法局明确各部门工作职

责，并立即开展行动，每周联合公安、消

防部门开展车辆乱停放整治工作，对乱停

放的车辆扶正一批、暂扣一批。

对辖区重点商圈、路段、市场、社区

等人流密集场所，每天派出 60 多人次在中心城区 8 个点位，开展

长达 6 个小时的驻点劝导工作；在前期以开展大范围划线的基础

上，对中心城区背街小巷也进行补充停车位划线；约谈哈啰共享

图为行动现场

图为行动现场

图为行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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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车高明区片区的运营负责人，积极探索共享单车企业与城市管

理共同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为确保车辆乱停放整治工作高效，

联合公安、社区、市场等建立了“电动自行车联合执法整治”微

信交流群，各部门及时在微信群发布巡查发现的存在问题，确保

相关车辆乱停放问题可以快速处理。

三水区

三水区城管执法局针对非机动车乱停

放问题，会同云东海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办

按照“应划尽划”的原则，在不影响行人

通行、保障道路畅通的前提下，针对街道

20余条主要市政道路实施非机动车停车框

线划设，引导市民将电动车、自行车等非机动车有序停放在停车

线内。

下一步，全市城管执法系统将进一步加大非机动车规范停放

管理，对已划有非机动车停放点的路段，实施严格管控，让非机

动车停放真正“守规矩”，解决城市非机动车“停车难、乱停车”

问题。

（市局执法监督二科供稿）

图为行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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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2022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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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69 18359 99.95% 18139 18137 99.99% 312 308 98.72%

南海 26336 26241 99.64% 26037 25946 99.65% 398 396 99.50%

顺德 17729 17534 98.90% 17444 17253 98.91% 359 357 99.44%

高明 9347 9300 99.50% 9094 9052 99.54% 316 314 99.37%

三水 6787 6758 99.57% 6589 6566 99.65% 249 249 100.00%

合计 78568 78192 99.52% 77303 76954 99.55% 1634 1624 99.39%

【注：周期为 20220222..66.1.166-202-20222..77..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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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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