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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编印 2022 年 9 月 30 日

开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宣讲活动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导局全体党员干部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上来，9 月 27 日下午

市城管执法局邀请中共佛山市委党校党建

部副教授熊林同志进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主题宣讲。

市城管执法局二级调研员、机关党委书记程斌主持，局党员干部

及政府雇员近 60 人参加。

宣讲中，熊林同志围绕“学深悟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四卷”这一主题，从“掌握中国之路的历史主动”“理解中国之

治的成功密码”“感悟中国之理的思想精髓”三个方面对《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的丰富内涵作了深入浅出的阐释和解读，

主题鲜明、内容丰富，脉络清晰、生动形象，对深入学习《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

解，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熊林同志强调，《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与第一卷、第

图为宣讲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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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卷、第三卷前后衔接、一脉相承、有机统一，要将《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四卷与前三卷作为一个整体，联系贯通深化学习，

深刻领会其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全面系统地把握其

内在逻辑与内在联系，通过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原义，真正

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

熊林同志的宣讲，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四卷打下了理论基础。接下来市城管执法局将持续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融合城管执法业务，切实把学习

成效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工作举措，以实际行动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市局机关党委供稿）

开展节前安全生产和消防火灾
防控工作督导检查

为切实做好“国庆”“二十大”等重点时段安全防范工作，

市城管执法局对城管执法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

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深刻汲取安全生

产事故教训，紧盯重点行业领域和重点部

位，深入开展全覆盖、拉网式安全生产大

检查，加大城管执法领域隐患排查治理，

强化督导检查，确保城管执法领域安全稳

定。

从 9 月 20 日起，市城管执法局按照“行业督导+片区督导”

原则，由局领导班子成员分别带领 5 个督导组，对各区安全生产

和消防火灾防控工作落实情况开展督导检查。发现问题现场反馈，

要求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强化制度管理，杜绝麻痹大意思想，严

图为检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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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落实值班值守，确保安全稳定。

（市局市政环卫科供稿）

组织开展全市城管执法系统
有限空间作业应急演练

为贯彻落实住建部关于加强城

市生活垃圾处理、排水及污水处理设

施安全管理工作视频会议精神，深刻

汲取近期较大事故教训，克服麻痹思

想，加强有限空间安全防范和应急管

理，切实做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

工作，9 月 20 日上午，全市城管执法

系统在南海垃圾焚烧发电厂开展有限空间作业应急演练，演练由

市城管执法局四级调研员毛东方主持，市城管执法局二级调研员

余凤英、各区城管执法局分管领导、业务科室负责人、各区生活

垃圾处理设施企业负责人等参加，中城院（北京）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陈仁保工程师进行专家点评。

演练由瀚蓝绿电固废处理（佛山）有限公司进行污水站硝化

池有限空间作业现场模拟，严格按照演练方案和有限空间“七个

不准”有关规定进行，实战式展示了有限空间作业的各项规范流

程及应急救援程序。陈仁保工程师在演练结束后的点评中肯定了

本次应急演练的实用性，并对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防范提出建议。

余凤英同志强调，各区各有关单位一是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

生产工作严峻形势，强化行业监管，要强化重点领域安全隐患排

查整治，持续跟进前期专项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二是要落

实企业主体责任，认真研判分析各类作业场景的风险点、危险源，

图为应急演练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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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总结本次应急演练经验做法，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组织开

展演练活动，提高应急管理和安全防范意识；三是要对生活垃圾

转运站、收集站（含村居）完成一次全面的安全隐患排查并及时

整治，确保各类生活垃圾处理、转运设施安全运营，以实际行动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市局市政环卫科供稿）

召开全市窨井盖安全管理
专项治理工作会议

为贯彻落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

重点工作任务，加强我市窨井盖安全管理

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脚下安全”，

9 月 8 日上午，市城管执法局召开全市窨

井盖安全管理专项治理工作会议，市窨井

盖安全管理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各成

员单位相关业务负责人，各区城管执法局分管领导、相关业务科

室负责人参加会议。市城管执法局党组成员、三级调研员邓政明

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上，各区城管执法局、市窨井盖安全管理专项治理工作领

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分别汇报了窨井盖安全管理专项治理工作进

展情况、存在问题及建议。

会议认为，根据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市窨井盖安全管理专项

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积极开展窨井盖安全管理专项治理

工作：一是细化工作目标和任务，以市城管委名义印发《佛山市

加强窨井盖安全管理专项治理工作方案》；二是加强组织领导和

统筹协调，成立以分管副市长为组长的佛山市窨井盖安全管理专

图为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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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三是建立健全窨井盖问题快速处置机制，

印发《佛山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加强窨井盖问题快速处

置工作的通知》；四是明确普查范围、建档内容以及要求，印发

《佛山市窨井盖普查建档工作指引》；五是规范对窨井盖病害进

行判断，明确维修措施及要求，印发《佛山市窨井盖病害判定及

维修措施指引》；六是启动《佛山市窨井盖安全管理条例》编制

工作；七是把窨井盖安全管理专项治理工作纳入市对五区重点工

作中“加强城乡精细化智慧化管理”的年度绩效考核指标；八是

会同窨井盖行业管理部门深入窨井盖权属单位开展窨井盖安全管

理工作调研；九是建立信息报送机制，印发《佛山市城市管理委

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窨井盖安全管理专项治理工作信息报送的通

知》，编制工作情况通报，及时总结通报工作进展情况。

会议强调：一是要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并进一步加强窨井盖

安全管理专项治理工作；二是要加强领导，各司其职，各区城管

办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市直相关部门加强指导，各权属单位做好

专项治理工作；三是要周密组织，各区各单位严格按照方案做好

普查建档，开展治理专项行动，健全窨井盖安全管理相关行业规

范，做好示范路改造升级，结合实际不断推动信息化，智慧化建

设；四是要以考促管，加强窨井盖的治理工作和信息报送，发挥

好考评通报机制的作用。
（市局数字化城市管理科供稿）

召开景观照明及 LED户外广告
安全生产专项检查总结会

9 月 27 日上午，市城管执法局组织召开景观照明及 LED 户外

广告安全生产专项检查总结会，市局分管领导、市容管理科、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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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局、网络安全专家等相关部门和人员参

加。

会议通报了全市景观照明及 LED 户外

广告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总体情况，网络

安全专家汇报了各项目的检查情况，各区对

近段时间开展工作情况作了汇报。

会议要求，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务必做好景观照明及 LED 户

外广告国庆及二十大重保期间网络安全工作；二是落实责任，加

强信息资料梳理，做好发布内容审核工作；三是查漏补缺，加强

问题整改和隐患排查；四是强化第三方运维公司管理，督促各项

制度、规范落实到位；五是加强联防联控，做好常态化管理工作。

（市局市容管理科供稿）

市城管执法局联合市文明办
开展城市市容市貌专项测评工作

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整体素质和城市

文明程度，在创文“国检”中充分展现城

管作为，今年 7-8 月，市城管执法局联合

市文明办对全市开展了两轮城市市容市

貌专项测评，通过联合测评将城市管理考

核与市文明办测评进行深度结合。两轮测评全市城管系统共抽调

市、区城管执法人员共 103 人。

本次专项测评工作覆盖全市 32 个镇街，采取不打招呼、跨

区互检的方式进行测评检查。共检查了 2031 个点位，发现 7380

个问题，在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居民社区、公园绿地、旅游景

区、医院学校、银行网点、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以及部分重点村（居）

图为测评现场

图为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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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检查项目中，存在车辆乱停放、三线乱拉、占道经营、垃圾散

落、牛皮癣小广告和公共设施破损等问题。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已

经通过市文明办发送至各区文明办进行整改落实。

第一轮检查中，得分较高的是三水区，较低的是高明区。32

个镇（街）中成绩较好的前三名是三水区南山镇、西南街道和顺

德区大良街道，成绩较差的后三名是顺德区勒流街道、高明区更

合镇和杨和镇。

第二轮检查中，得分较高的是南海区，较低的是高明区。建

成区内 9 个街道中成绩较好的前两名是南海区桂城街道和禅城区

石湾镇街道，成绩较差的后两名是禅城区祖庙街道和顺德区伦教

街道。

在此次行动中，测评组克服了高温天气、时间短任务重和检

查区域跨度大等困难，出色的完成了测评任务。未来市城管执法

局将会持续加强与市文明办联合检查,不断提升我市城市管理精

细化水平。

（市局城市管理考核科供稿）

开展 2022 年第三季度城市管理
考核评比明检工作

2022 年 9 月 20-22 日，市城管办组织

相关单位对五区开展 2022 年第三季度城

市管理明检工作，共派出环卫管理、市容

管理、园林绿化管理、市政及公共设施管

理、户外广告管理、工地及建筑垃圾管理

和村（居）管理七个实地考评检查组。

明检期间，市城管执法局领导分批跟组带队参加实地检查，

图为明检工作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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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和热心群众作为城市管理考评监督员全程参

与各组考评检查，保证了明检的公平公正。

各检查组分别到五区中心城区及部分镇街主次干道、背街小

巷、农贸市场、建筑工地、村（居）等地实地检查环境秩序、环

卫保洁、绿化管养、道路养护、广告设施管控、工地秩序管理等

情况。检查发现，各区主次干道环境卫生秩序井然，卫生保洁工

作及时高效，农贸市场周边无占道经营现象，道路路面较少破损。

虽然整体市容市貌有所提升，但是各区还是存在一些薄弱环

节，比如共享单车没有停放在指定位置、部分门店卷闸存在乱张

贴行为、部分主次干道的公共空间绿化管养不到位等，各实地检

查组向各区提出了整改意见。

检查组还要求各区城管委成员单位要强化责任意识，对实地

检查发现的问题进行系统梳理，以问题为导向，积极采取有效措

施，限期整改到位，努力为全市人民营造市容环境优美、人居环

境舒适的品质城市。
（市局城市管理考核科供稿）

城管执法系统开展“沿路两边、高架桥下”
环境整治及景观提升行动

自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开展以来，全市城管执法部门

突出问题导向，围绕城市环境精细化管理，全力推进“沿路两边、

高架桥下”环境整治及景观提升工作，不断提升城市品质形象。

截止 8 月份，景观提升已完成桥下空间公园、景观路、出入

口项目绿化面积 41.04 万平方米，新建桥梁立体绿化 9 座。城管

执法系统“沿路两边、高架桥下”整治行动共治理问题 184864 处，

清理“六乱一占”等市容市貌问题共 184045 处，其中整治占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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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 7408 处、乱拉挂 1132 处、乱涂写 2358 处、乱堆放 2995 处、

乱张贴 30561 处、破损广告 1101 处、撒漏 2980 处、共享单车乱

停放 118351 辆、清理垃圾 17159 处 4540.901 吨；查处建筑垃圾

偷排偷倒 209 宗 10442.5 立方米，清理 337 处 10603.5 立方米；

治理破旧建（构）筑物共190处，其中拆除锈铁皮屋53处124698.96

平方米、拆除破旧看护房 134 处 43601.7 平方米、美化破旧建筑

物 3 处 1140 平方米。

一、提升“沿路两边、高架桥下”绿化景观

开拓空间，建设桥下公园活动场所。积极探索盘活各类城市

公共空间，开展环境升级。充分利用城市高架桥下空间，建设运

动场所和绿化景观打造，为城市增加更多

的绿色活动场所，截止 8 月底，桥下空间

公园建设项目已完工 6 个，完工面积

20.64 万平方米，新增禅城区张槎广佛环

线桥下空间、南海区尖东社区体育公园建

设工程、谢边立交桂丹路跨线桥桥底及周边环境提升工程、顺德

区容奇大桥下容桂原 105 国道沿线节点绿化景观灯光亮化提升工

程、杏均特大桥南岸桥下空间文化公园、佛陈桥桥下公园（目前

暂未开放）。

实施城市沿路两边、高架桥下绿化景观升级工作。在抓好桥

下空间绿化的基础上，深入推进城市沿路两边环境升级工作，抓

实桥梁立体绿化、景观路和出入口项目建设。截止 8 月底，新建

南海区佛山大道人行天桥、丹灶镇立体绿化提升等桥梁立体绿化

项目 9 座，提升顺德区伦教汇贤中学西侧地块环境治理工程、三

水区水都饮料基地融金北侧市政道路工程等景观路绿化建设项目

8 个，完工面积 5.57 万平方米，完成南海区广佛高速泌冲出入口、

佛江高速均南出入口等 8 个出入口绿化建设项目，完工面积 14.83

万平方米。

图为公园实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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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进“沿路两边、高架桥下”环境整治

整治市容市貌：以“教育劝导为先、行政处罚为辅”为执法

手段，对辖区内各类违法行为进行全天候、常态化执法监管，针

对各类违法行为依法从重、从快查处，重点清理主次干道“六乱

一占”等市容乱象。加强环境卫生问题多发区域的保洁力度，力

求管养路段无积存垃圾、无积水、无卫生死角等。通过集中整治

行动，使各村（居）一步一步实现从脏、乱、差到干净整洁、秩

序井然的转变，全面提升市容环境综合面貌，改善广大群众居住

环境。

整治建筑垃圾偷排偷倒：加强节假日和夜间的巡查力度，对

存在乱堆放废弃物和乱倾倒建筑垃圾的黑点区域，采取夜间蹲点、

节假日值勤巡查等方式，做到发现一宗，制止一宗、处罚一宗，

使乱倾倒、乱丢弃等违规行为得到遏制，并逐渐形成长效监管态

势。

治理破旧建（构）筑物：开展建筑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消

防安全隐患的违章搭建行为、违规搭建的铁皮锈屋以及违规设置

户外广告等违法行为进行全面排查整治，摸清底数、建立台账、

从严整治，坚决防范和遏制安全事故发生，做到及时发现问题，

即时整改问题。

接下来，市城管执法局将持续通过自查、整治、巩固提升的

工作方式 推进“沿路两边、高架桥下”环境整治及景观提升工作，

全力打造安全、整洁、美观的城市环境。
（市局执法监督二科供稿）

市容 AI 分析技术 助力佛山创文

为深入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全面提升城市管理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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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水平，市城管执法局结合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建设，以市容

AI 建设为突破，弥补现有数字城管主要以人巡为主的问题发现模

式，建立人巡+技巡相补充的工作新模式。

市容 AI 通过共享公安等部门视频资源，运用 AI 技术自动识

别各类常见的城市管理问题，智能识别的问题包括出店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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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试运行两个月以来，共发现城市管

理问题 1819 条，对于发现的问题通过数字城管系统进行问题派遣

处置，形成工作闭环，大大提高问题发现

和处置效率。在疫情防控期间，节省了人

力，同时也减少了人员接触，避免交叉感

染，实现了问题发现快捷化、案件处置扁

平化、城市管理精细化，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下一步，佛山城管部门将注重总结视频监控工作的规律性问

题，定期分析工作形势，与开发人员共同研究解决系统运行中的

问题，不断完善系统功能，健全运行制度，形成长效管理机制，

以信息化为支撑，扎实做好城市管理的发现工作，不断提升城市

智慧化管理水平，为助力佛山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奉献干净整洁

有序安全的秩序环境。

（市局数字化城市管理科供稿）

一抹“城管蓝” 校园“守护者”

为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校周边市容秩序，市城管执法局组织五

区城管执法部门开展中小学校周边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近期，针对 9 月初开学季的早晚高峰，全市城管执法部门提

前加派人手在中小学、幼儿园周边开展巡查管控工作，及时清理

图为系统演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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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摆卖、占道经营、乱堆放等市容乱象，并进行常态化管理，有

效规范了学校周边的环境卫生秩序。截止 8 月份，全市城管执法

系统共出动 26008 人次，10039 车次，整治乱摆卖、占道经营 19775

宗。

禅城区

禅城区以校园周边为重点，安排执法人

员定点值守，进行错峰巡查。在学生上学、

放学时段，对学校周边 200 米范围内区域开

展全面摸排，依法依规查处流动摊贩销售食

品和餐饮摊点，清理占道经营和乱张贴，并

采集当事人信息上传智慧城管系统，对屡教不改进行处罚。结合

全面摸排情况，对校园周边的主干道路、背街小巷等市容问题多

发的区域进行专项巡查，坚决取缔乱派传单、乱摆卖等影响市容

秩序的行为。

南海区

南海区城管执法局明确整治重点、

整治措施，建立台账，并进行集中整治，

采取整治一个，巩固一个的方式，逐步

解决突出问题，尽量确保找准问题，查

漏补缺。

在整治工作期间，南海区城管执法局严格对照城市管理考核

实施细则抓好落实，开展拉网式排查，大力开展学校周边市容环

境专项整治行动，对一些易反弹的点位，实施定人、定岗、定责

管控，切实将治理工作落到实处，做好环境卫生与市容市貌精细

化管理。

顺德区

顺德区城管执法局根据辖区实际，按网格对学校进行分区管

图为行动现场

图为行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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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落实责任到人。执法人员采取机动巡

查加定员定岗相结合的模式开展整治工

作，除了开展日常执法巡查外，顺德区城

管执法人员还根据各类招生考试安排，在

考试期间着重加大驻岗执法工作，落实考

试期间各考场考点派员驻岗值守，及时处理学校周边出现的市容

环境问题。同时，加大对周边店铺的巡查工作，及时处理可能影

响考试进行的噪声污染或出店经营问题，为考生顺利完成考试保

驾护航。

高明区

高明区城管执法局对中小学校周边200

米内从事非法经营活动的游商和无证照摊

点区域进行巡查，一旦发现有无证游商经营

现象，立即予以劝导释法，做到发现一起，

处理一起。此外，针对学生上学、放学时间

无证游商经营集中、易发、多发的地区，执法人员保持高压整治

态势，联合公安、市监等多部门开展打击无证占道经营专项联合

整治行动。在不影响通行安全和市容环境卫生的情况下，在特定

区域划定临时摆卖点，同时对申请的临时摆卖摊位的人员进行登

记，做到有效管控。

三水区

三水区城管执法局加大未成年人活动场

所周边环境的巡查频次，强化无证无照售卖

食品行为的查处和执法力度，切实消除食品

安全风险隐患；保障各类考试期间考点周边

环境秩序有条不紊，督促各镇（街道）综合

执法办加强考点周边的整治力度，坚决取缔考点周边流动摊贩向

学生兜售“三无食品”的行为；结合防疫工作，强化三水区贩卖

图为行动现场

图为行动现场

图为行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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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禽游商的监管力度，对多次重复发现违法行为的区域、时段，

组织人员进行回头看，规范商家经营行为、钳制脏乱差源头、改

善食品输出环境，确保食品安全流通环节监管不留缝隙，并形成

良好的循环。

下一步，市城管执法局将继续完善长效管理机制，由重点整

治转为日常管控，防止出现反弹现象，巩固前期整治成效；强化

与学校的沟通协调，及时处理投诉举报，重点保障辖区学校周边

200 米重点管控范围内无“六乱一占”、流动食品销售和餐饮摊点

等乱象、乱摆卖行为。

（市局执法监督二科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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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佛山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20222022 年年 88 月份案件办理情况月份案件办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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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南海 24884 24806 99.69% 24473 24402 99.71% 554 554 100.00%

顺德 19067 18854 98.88% 18542 18335 98.88% 601 601 100.00%

高明 9460 9431 99.69% 9091 9070 99.77% 469 463 98.72%

三水 6785 6757 99.59% 6463 6443 99.69% 407 402 98.77%

合计 60196 59848 99.42% 58569 58250 99.46% 2031 2020 99.46%

【注【注：：周期为周期为 2022.7.16-2022.8.152022.7.16-2022.8.15。。禅城区正在进行生态网格改革试点工作禅城区正在进行生态网格改革试点工作，，数据暂不作统计数据暂不作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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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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