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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第三季度城市管理经验交流会

为加强各区城市管理工作经验交流，进一步提升我市城市管

理精细化水平，11 月 17 日上午，市城市管理委员办公室在顺德区

召开第三季度经验交流会，市城管执法局相关分管领导，顺德区

政府分管副区长、各区城管执法局主要负责同志及相关科室负责

同志参加了会议。

与会人员先现场参观了智谷湿地公园和大良街道“物业城市”

试点项目。随后在经验交流会上，五区城管执法局分别汇报了第

三季度城市管理考评工作情况，分析了存在问题，提出了下阶段

工作计划。顺德区黄志捷副区长表示，顺德区将紧紧围绕“城市

品质大提升”主旋律，通过提标准，补短板，强机制，推动城市

管理再上新台阶。市城管执法局二级调研员程斌通报了第三季度

城市管理考评情况，分析了各区的亮点和短板，并提出了下阶段

的提升建议。

会上，市城管执法局苏嘉宏副局长就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及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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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做好年末城管执法工作进行了工作部署，强调：一是各区要以

城市管理考评为抓手，扎实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强化细节意识，

落实创文工作责任；二是各区要借助城市管理考评权重和排名方

式调整的契机，调动各镇街的工作积极性，始终坚持城市管理只

能加强不能削弱的原则，着重做好重点点位的市容市貌整治工作；

三是各区要以完成各项年度目标任务为标准，紧盯进度、抓紧推

进，充分利用年末剩下时间，查漏补缺，确保今年城管执法各项

重点工作顺利完成。

（市局办公室供稿）

召开佛山市城管执法系统信访工作会议

11 月 17 日上午，市城管执法局召开佛山市城管执法系统信访

工作会议。市城管执法局党组成员、三级调研员邓政明、相关科

室负责人以及各区城管执法局分管信访工作的局领导、科室负责

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对《信访工作条例》进行了学习解读，各区城管执法局

汇报了今年信访工作情况，市局相关科室对下一步做好信访工作

提出了意见建议。邓政明强调，一是要抓好《信访工作条例》的

宣传落实，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引导群众依法理性反映诉求，不

断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二是要严格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

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信访工作原

则，加强全市城管执法系统信访工作的协调配合，形成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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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合力，努力推进信访工作机制的创新，完善信访处理程序，

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三是要做好初信初访工作。有效避免小事

闹成大事，简单问题转化为复杂问题；能在矛盾初起、易于化解

之时，及时消除矛盾，避免引发更多、更大的矛盾，从而有效避

免重信重访、越级上访的发生，有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市局数字化城市管理科供稿）

市垃圾分类办召开全市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 11 月调度会议

11 月 21 日，市垃圾分类办采取“线上+线下”的形式，组织

召开了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11 月调度会议，各区城管执法局及

市垃圾分类办相关成员单位参加。

会上，市垃圾分类办通报了 10 月份垃圾分类现场评估及住建

部平台填报情况，分析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各区城

管执法局、市垃圾分类办相关成员单位分别汇报了工作推进情况

及下一步措施。

为进一步做好全市垃圾分类考核评估工作，市垃圾分类办提

出四点要求：一是要以问题为导向，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

整改，提升资料填报质量，抓好责任落实；二是要进一步发挥考

评、执法等手段，强化桶边督导；三是要打造垃圾分类佛山特色，

充分发挥本地产业优势，搭建链条，积极推动废旧衣物回收、园

林绿化垃圾资源化利用等特色体系建设；四是要加强领导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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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全面发力，争取我市早日进入住建部垃

圾分类工作评估中 76 个大城市的第一档。

（市局市政环卫科供稿）

文明创建 | 创文点位全覆盖
对准问题齐治理

为持续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市城管执法局明确工作任务，

对照目标、压实责任，组织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对我市主次干道、

公园、广场和主要商业大街四种类型的创文点位开展全覆盖巡查

工作。

针对巡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全市城管执法部门严格按照创

文标准立即整改，并以问题为导向，举一反三，建立长效管理机

制及形成常态化管理。

一是针对非机动车乱停放问题：采取定点驻守和机动巡查相

结合的形式对主次干道、公园、

广场和主要商业大街重要点位

开展劝导纠正工作。对乱停放、

乱堆放、占道停放的非机动车

进行规范摆放，以及压实运营

企业主体管理责任，要求各运

营企业加强路面巡查，主动调度、清理乱停乱放的共享车辆。

二是针对乱堆放乱摆卖问题：积极联合公安、交警、街道办、

图为整改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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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挂钩单位党员志愿者等部门和人员，针对社区、背街小巷

的乱堆放乱摆卖等乱象开展联合

整治行动。清理乱堆放的废旧家

具、木板、石墩、僵尸单车等垃圾

杂物及教育整治乱摆卖行为。本次

联合整治行动组织有序，成效明

显，获得了周边居民的一致好评。

三是针对地面散落垃圾问题：加强在中心城区主次干道、社

区及周边的背街小巷、城市综合体

周边、市场周边、公园广场等重要

点位布控环卫保洁力量，增加巡查

和保洁频次，及时处理路面散落垃

圾问题。加强工作后，路面上漂浮

树叶和垃圾能及时清扫干净，环境

卫生有了明显提升。

下一步，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将继续对包干督办的点位加强巡

查，及时发现和整改存在问题，对一些易反弹的点位，实施定人、

定岗、定责管控，切实打造干净、整洁、有序、舒适的城市环境，

为创建文明城市贡献城管力量。

（市局执法监督二科供稿）

图为整改现场

图为整改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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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市容顽疾 解决群众所盼

南海区桂园社区位于南海与禅城两区的跨区域边界处，多年

来市容管理力度薄弱，长期存在占道经营、乱拉挂和乱堆放物品

市容乱象，引起周边群众的极大不满。本着急群众所急、为民办

实事的初心，为切实做好桂园社区的城市管理工作，不断提升跨

区边界区域的城市容貌，市城管办主动作为，今年来多次联合南

海区城管办到桂园社区实地调研，对存在问题进行了充分分析和

研究，制定具体可行方案，指导桂城街道执法办与社区居委会开

展工作。

各方多措并举，综合施策解决难

题，一是社区参与，引导社区共同参

与整治管理工作。二是加强宣传，加

强对沿街商户的宣传，争取商户的理

解与支持，推动“门前三包”工作，

规范入室经营。三是因地制宜，在店

铺门前统一合理地设定临时摆卖区

域，规范商品摆放。四是常态劝导，

整片桂园区域安排了 8 个劝导员，2

人一组进行劝导常态化管理，如发现

不听劝的店铺，上报到执法处进行处

理。五是加强巡查，桂城综合执法办

每天不少于三次巡查，发现违规情况及时处理。

经过数月的努力，桂园社区市容市貌得到大幅提升，占道经

图为整治前后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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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乱拉挂和乱堆放物品的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市容管理水平

上了一个新台阶，获得片区群众的高度认可和点赞。

（市局城市管理考核科供稿）

加强信息采集 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为全面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市城管执法局以佛山市数

字城管系统为依托，聚焦并解决城市管理痛点、难点等问题。

数字城管系统建立健全信息采集机制，实现城市管理问题的

“发现、立案、派单、核查、处置、结案”的闭环管理。全市 600

多名信息采集员在工作网格中巡查并及时上报城市管理问题，责

任单位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处置，做到精准细致巡查，及时高效

处置。8 月-10 月，全市数字城管系统受理案件 225977 宗，立案

225300 宗，立案率 99.70%，结案 212573 宗，按期结案率 99.09%。

信息采集发现并解决的主要问题案件

包括：暴露垃圾、乱堆物堆料、违规拉

挂或张贴条幅及宣传品、树木问题、违

章张贴悬挂广告牌匾、道路不洁、路面

问题等。信息采集发现并解决的主要问

题如右图所示。

下一步，市城管执法局将继续发挥数字城管指挥协调和信息

采集工作机制的作用，进一步提高城市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

管理水平，聚焦并解决城市管理问题，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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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市局数字化城市管理科供稿）

10 月份农贸市场及周边市容环境
综合治理工作开展情况

农贸市场及周边环境是重要的民生区域，与人民群众的生活

息息相关。为进一步巩固“创文”

工作及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工作

成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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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起，市局组织全市城管执法部

门开展农贸市场及周边市容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工作开展情况如

下：

一、全市情况

10 月份，全市城管执法系统开展农贸市场及周边市容环境综

合治理共出动 2548 人次，923 车次，发现问题 2296 宗，责令改正

573 宗，罚款 2250 元，彻底完成整改的市场 40 个。

二、各区做法

禅城区：通过常态化与不定时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对辖区内的

集贸市场进行管控，及时纠正越线经营、乱堆放、乱拉挂等行为。

压实市场管理方的主体责任，督促其落实区域内市容市貌的治理，

图为工作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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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做好垃圾清扫、场地保洁等环境卫生工作。

南海区：重点对影响城市容貌的行为进行专项整治，集中加

强对中心城区、农贸市场周边、背街小巷、人行天桥区域的巡查

频次，并特别加大对食品流动摊贩的打击力度。执法人员将日常

巡查与突击整治相结合，对辖区内的流动摊贩进行集中整治，并

组织加班行动对辖区各个“黑点”进行六乱清理与秩序巩固。

顺德区：以属地综合执法办人员为主，与区市监部门、市场

管理方组成三人工作小组，实现纳入本次综合治理的农贸市场均

有专人专责管理。为保证工作成效，由区执法大队牵头联合相关

职能部门、属地综合执法办人员对农贸市场及周边市容环境综合

治理情况进行抽查，现场督导整改情况。

高明区：城市管理信息采集员每周重点到相应市场周边开展

存在城市管理问题的案件采集工作，及时发现并处理存在的问题。

城管执法部门、交警、社区等多部门联合行动，对荷城街道市场

及社区周边的内街小巷开展环境卫生、车辆乱停放等整治工作，

重点对市容环境卫生、杂物乱堆放等环境卫生黑点进行清理。

三水区：一是以“驻点+步巡”的巡查方式，定人、定时、定

责，加大农贸市场周边市容环境的整治力度；二是以“教育为主、

处罚为辅”的管理模式，针对上下班乱象高发时段，加大执法管

控力度；三是不定期开展夜间市容环境卫生突击整治，坚决取缔

农贸市场周边占道经营、乱摆卖、乱堆放等市容乱象。

三、存在问题

（一）全市各区城市管理问题反复，农贸市场周边的乱摆卖、

乱搭建、乱堆放、出店经营等行为易反弹，整治过后往往容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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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复燃，难以根治。

（二）个别辖区内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市场经营主体未与

市场内商户经营者签订合约，未对市场内商户经营者的违法违规

经营行为进行教育、管理、督促和处分，导致市场内商户经营者

市容环卫卫生责任落实不力，未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

（三）个别辖区内市场及周边环境公共设施薄弱，排水排气

不畅，易导致污水横流、气味扰民等问题。

接下来，各级城管执法部门将继续加大市容管控力度，结合

网格化管理机制，落实常态化巡查，及时处理店外经营、乱堆放、

乱张贴和乱摆卖等乱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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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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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67 22351 99.48% 22096 21987 99.51% 452 451 99.78%

顺德 16146 16027 99.26% 15892 15776 99.27% 306 306 100.00%

高明 8772 8748 99.73% 8582 8561 99.76% 220 219 99.55%

三水 6558 6547 99.83% 6373 6367 99.91% 243 240 98.77%

合计 53943 53673 99.50% 52943 52691 99.52% 1221 1216 99.59%

【注【注：：周期为周期为 2022.9.16-2022.10.152022.9.16-2022.1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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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