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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市城管执法局
引起热烈反响

10 月 16 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市城管执法

局组织局党员干部收听收看了现场直

播，认真学习大会精神。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

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对团结全党全军全国各

族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引起了局党

员干部的强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报告主题鲜明、内容丰富、

论述深刻、催人奋进。

下一步市城管执法局将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精

神，坚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并将学习成果贯穿到具体任务中

去，坚决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全力推进佛山市城市管

图为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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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再上新台阶，为佛山争当地级市高质量发展领头羊、夺

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佛山的伟大胜利而不断努力。

（市局机关党委供稿）

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

党的二十大闭幕后，市城管执法局

按照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迅速掀起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局党

组于 10 月 24 日及 26 日召开会议，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专题传达市委常

委会关于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党的二十届一中全

会精神要求和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并对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进行了初步部署。

局党组认为，党的二十大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

的使命任务，集中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期盼和心声，充分体现

了百年大党立志复兴的大志向、引领时代的大担当、不负人

民的大情怀、兼济天下的大格局。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

政治任务来抓，一是通过召开党组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会、支部党员大会等形式组织传达学习；二是要求全局党员

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领会丰富内涵、

精神实质、实践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图为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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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

动工作，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确定的九

项重点工作任务和市第十三次党代会部署的“515”高质量发展战

略目标之中，扎扎实实做好统筹疫情防控和城管执法工作，奋力

实现佛山争当地级市高质量发展领头羊的目标。

（市局机关党委供稿）

陈伟明副市长调研我市窨井盖
安全管理专项治理工作

10 月 25 日上午，副市长、市窨井盖

安全管理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

伟明组织召开窨井盖安全管理专项治理

工作情况现场调研会，实地了解我市窨

井盖安全管理基本情况、专项治理工作

目标、窨井盖安全管理问题及治理措施。现场听取了市城管执法

局窨井盖安全管理专项治理，以及禅城区燃气、供水、排水企业

窨井盖日常巡查、管养、应急处置等安全管理工作情况，考察了

佛水环保应急指挥中心，并对下一阶段窨井盖安全管理工作作出

部署。

今年以来，为贯彻落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重点工作部署，

切实解决人民群众“脚下安全”的问题，我市积极开展窨井盖安

图为调研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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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管理专项治理工作。市城管委印发了《佛山市加强窨井盖安全

管理专项治理工作方案》，市城管办制定了窨井盖问题快速处置

机制、《佛山市窨井盖普查建档工作指引》、《佛山市窨井盖病

害判定及维修措施指引》等，明确任务目标和工作措施。各行业

主管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各窨井盖权属单位落实主体责任，

全面推进我市窨井盖安全管理专项治理工作。据统计，我市现有

各类窨井盖约166.79万个（截至2022年9月30日），完好率达

99.79%，目前，我市窨井盖安全管理专项治理工作在普查建档、

问题发现及快速处置机制建立、规范巡查维护管理、信息化应用

等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效。

在听取相关汇报和现场调研后，陈伟明副市长强调，一是对

照目标任务，加快工作进度。各窨井盖相关单位、部门要进一步

统一思想认识，围绕窨井盖整治目标任务，加快推进窨井盖普查

建档、标识及防坠网安装、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二是优化

工作方法，加强问题分析。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各环节，对发现的窨井盖安全管理问题要系统

地归类分析，摸清情况，精准治理窨井盖问题，提升我市窨井盖

安全管理专项治理工作水平。三是排查难点问题，推动工作落实。

各窨井盖行业主管部门要全面梳理开展窨井盖安全管理专项治理

工作中的难点和问题，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完善工作机

制，出台政策指引。

市政府副秘书长林小芳和市直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禅城区

政府分管领导等参加了调研工作。
（市局数字化城市管理科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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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三水区开展城市管理考评调研工作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更好推进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10 月 11 日下午，

市城管执法局二级调研员程斌带领城管考核

科一行到三水区城管执法局进行城市管理考

评交流座谈。

会上，三水区城管局主要领导和各镇（街）城管执法办主要

负责人就近期本区城市管理工作情况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进行了汇

报。市城市管理考核科工作人员针对三水区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细

致的分析，提出相关的意见和建议并向参会人员介绍了五区及镇

（街）考评排名方式优化调整的具体内容。

听取发言后，程斌同志对三水区城市管理考评工作提出了三

点要求：一是要积极主动与区主要领导沟通，争取重视与支持；

二是要充分发挥各级城管委、城管办的作用，充分调动各职能部

门的积极性，要善用机制、体制来推动城管考评工作；三是要团

结一心，加强城管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共同维护城管系统良好

的形象，以优异成绩迎接二十大的胜利召开。

（市局城市管理考核科供稿）

城管执法部门落实国庆假期保障

节日期间，全市城管执法系统在岗值守，加强日常巡查、

环卫保洁，保障市民一个温馨喜庆的国庆假期。

图为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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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布景 营造节日氛围

国庆期间，城管系统成立国旗维护管理巡查应

急队，配备高空作业车及有高空作业资格的人员，

每天加强巡查力度，用心守护国旗，发现问题高效

处理。护旗队员每天24小时待命，快速响应。

同时，各区绿化养护部门一方面有计划地换种

部分公园、绿化带、渠化岛时花，如橙色的百日草、银红色的

鸡冠花、深蓝色的夏堇、黄色的凤尾球等，营造红红火火的节

日氛围。另一方面24小时坚守岗位，每日定期出动养护工人、

养护冲水车对绿地进行除杂、修剪、浇灌、治虫等整理工作，

有效保障了绿化环境的整洁美观。

24小时在岗 维护市容秩序

国庆假期，市城管执法局领导分别带队到公园、垃圾收集

站、工程工地等开展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检查，

强调紧盯城市公园、环卫作业等重点行业的

安全管理，加大卫生保洁力度，对排查出来

的安全隐患要立行立改，整改到位，形成闭

环管理，确保假期安全稳定。

各级城管执法队伍严格执行24小时轮

岗制，坚持精细化巡查管理，做到节日思想不松、工作力度不

减、管理节奏不乱，全力护航国庆佳节。根据节前科学部署、

周密安排，合理分配班次，采取‘白+黑’定点值岗与动态步巡

的方式，对公园周边乱摆乱卖、占道经营的流动商贩，及园区

内露天烧烤、高温烹饪的市民，采取劝离与宣教相结合的方式，

图为护旗队守护国旗现场

图为执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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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公园及周边整体环境平稳有序。

同时，数字城管坐席员也坚守岗位，确保数字城管服务 24

小时不间断，全时段受理群众反映的各类城市管理问题，及时

受理群众的咨询、建议、投诉等信息，迅速协调和转办责任单

位跟踪落实和反馈，切实保障了节日期间的城市秩序。

清洁行动 刷新城市“颜值”

为营造干净整洁有序、文明和谐的人居环境，城管执法人

员持续加强中心城区环卫保洁，通过增加保洁班次，延长保洁

时间，加强对马路、人行道、垃圾分类点进行冲刷，按时清运

垃圾，保证城区生活垃圾日产日清，为居民营造整洁有序的节

日环境。

与此同时，城管执法部门配合假期开展多样垃圾分类活动。

如三水区云东海街道综合执法办联同映海南社区居委在恒福新

里程小区开展垃圾分类资源回收活动，引导居民用可回收物兑

换生活用品。

舍小家，为大家。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坚守岗位为民服务不

打烊，维护整洁亮丽的市容环境，确保市民和游客度过喜庆祥

和的国庆假期。

（市局办公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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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城管执法系统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
防治百日攻坚行动

2022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百日攻

坚”行动开展以来，各级城管执法部门高度

重视，针对餐饮业油烟污染管控问题，迅速

开展整治行动。近期，全市城管执法系统共

出动 14581 人次，查处餐饮店铺 4047 间、

露天烧烤 600 个，制止垃圾焚烧 357 处，处理燃放烟花爆竹 22 宗。

整治行动期间，各级城管执法部门在上午 7 时至 9 时、晚上

18 时至 23 时等用餐高峰时段，对餐饮店油烟净化设备运行管理不

完善、作业时段油烟净化设备未开启、燃用散煤、占道经营、露

天无证烧烤档乱摆卖等问题开展排查和整治行动。

行动中，整治组督促餐饮企业加强油烟净化设备的维护，对

存在滴油积油现象的餐饮店责令其迅速清洗油烟净化设备，确保

废气收集处理后达标排放。对移动摊贩露天烧烤、油烟直排行为

进行整治，责令餐饮店立刻停止使用散煤及生物质燃料，同时开

展禁燃区宣传教育工作。

对已安装油烟净化设备的店铺、烧烤摊点的油烟净化设备使

用情况进行检查，要求负责人完善设备定期保养记录台账，并加

强对油烟净化设备的检查和清洗保养，确保油烟达标排放，对疑

存在油烟排放不达标情况，请第三方公司进行油烟监测，做到及

时发现、及时整治。

接下来，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将继续加大监管和巡查力度，推

图为排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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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百日攻坚”行动不断深入，及时制止违规露天烧烤行为，依

法引导重点行业、企业主动开展油烟污染防治，为广大市民营造

一个清新、健康的生活环境。
（市局执法监督二科供稿）

启动“三方共治”农贸市场
及周边市容环境综合治理行动

为进一步打造农贸市场及周边环境的和

谐生态，营造区域有序、干净整洁的市场及

周边环境，市城管执法局、市场监管局以及

各市场管理方在全市启动农贸市场及周边市

容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对各区、各镇（街）

的农贸市场及其周边市容环境进行了专项检查。

检查组从秩序管理、环境卫生、公益宣传、行业规范、公共

设施、文明行为共 6 个方面，对 5 区、13 个镇（街）的 154 个市

场及周边的 123 处周边环境进行检查，共发现 1216 个问题。大部

分市场和周边环境普遍存在地面有散落垃圾、车辆乱停放、“三

线”散乱或乱拉等现象，其中秩序管理、环境卫生等问题尤为突

出。

对此，市政府组织专题会议研究，以问题为导向，要求市城

管执法局牵头开展农贸市场及周边市容环境综合治理工作，与市

市场监管局牵头开展的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工程同提升、齐治理。

行动组建由城管部门牵头的城管+市监+市场方的农贸市场及周边

图为行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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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容环境综合治理“三人工作小组”，实行市监（市场内）+城管

（市场外）双负责制。同时充分发挥市场方贴近一线的区位、时

间优势，健全与市场方共治共享的工作机制。

综合治理工作开展以来，全市城管执法系统共出动4416人次，

1668 车次，针对农贸市场及周边占道经营、乱摆卖、非机动车乱

停放等影响市容环境现象，发现问题 3624 宗，责令改正 1145 宗，

彻底完成周边环境整改的市场 37 个。
（市局执法监督二科供稿）



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简报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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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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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16 26290 99.52% 25968 25860 99.58% 635 632 99.53%

顺德 18880 18723 99.17% 18448 18292 99.15% 527 526 99.81%

高明 9490 9432 99.39% 9140 9089 99.44% 414 410 99.03%

三水 6815 6796 99.72% 6494 6484 99.85% 394 389 98.73%

合计 61601 61241 99.42% 60050 59725 99.46% 1970 1957 99.34%

【注【注：：周期为周期为 2022.8.16-2022.9.152022.8.16-2022.9.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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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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