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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管执法局积极开展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活动

为持续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走深走实，进一步组织引导全局党员

干部群众学深悟透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核心

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11 月 24 日，

市城管执法局开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宣讲活动，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苏

嘉宏以“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力推进城管执法

工作再上新台阶”为题目，紧紧围绕党的二十大的重大意义、全

面准确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切实在具体实践中全面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等，为全局党员干部群众上专题党课，对

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宣讲解读。

苏嘉宏强调，党的二十大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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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次高举旗帜、凝聚力量、

图为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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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奋进的大会。全局党员干部群众要切实认识到党的二十大精

神的重大意义，全面准确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

会党的二十大的主题,深刻领会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

任务，深刻领会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和本质要求。要按照“五个

牢牢把握”重要要求，不断深化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理解把握，

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力求用党的二十大

精神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苏嘉宏要求，全局要按照中央、省、市的精神，在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

来抓，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忠

诚，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把党的

二十大精神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进一步完善

构建城市生活垃圾现代化管理体系，科学提升城市园林绿化建设

管理水平，切实增强城管执法工作效能，持续强化城市精细化智

慧化管理能力，全力推进城市品质大提升。要坚定不移落实好全

面从严治党要求，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

终践行“让城市更美丽，让人民更幸福”要求，发扬有担当、新

作为精神，努力开创佛山城管执法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推动

“515”战略目标和“六个新佛山”宏伟蓝图落实落地，贡献城管

执法队伍的最大力量。

（市局机关党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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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管执法局赴四会市黄田镇
调研乡村振兴工作

12 月 28 日上午，市城管执法局党组

书记、局长苏仕超，党组成员、三级调研

员邓政明一行到四会市黄田镇开展乡村

振兴工作调研，黄田镇镇长张春华，党委

委员、常务副镇长童宇强及佛山市驻黄田

镇帮镇扶村工作队（以下简称工作队）成

员代表参加调研。

此次调研活动中，调研组一行首先前往工作队办公驻地看望

工作队成员，并送去一批抗疫物资，勉励队员注意自身防护，同

时继续保持工作热情，充分体现市城管执法局党组对乡村振兴工

作的高度重视，对派驻干部的支持和关爱。

随后，调研组前往工作队为提高村集体收入投入建设的黄田

镇大棚种植项目和黄田镇首个草坪露营营地“一念星空营地”进

行现场实地调研，并在现场进行乡村振兴工作交流。黄田镇镇长

张春华向调研组介绍了工作队今年以来开展黄田镇乡村振兴工作

的主要成果，工作队也汇报了今年工作开展情况以及明年工作重

心。各方代表就黄田镇未来乡村振兴工作的帮扶领域、帮扶机制、

产业发展等进行了交流。

最后，苏仕超代表佛山市城管执法局真诚感谢黄田镇委镇政

府对工作队的关心和帮助，并表示将一如既往的支持黄田镇的乡

村振兴工作。同时，叮嘱工作队要紧紧围绕当地镇委镇政府开展

图为调研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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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工作，以环境改善和乡村治理为基础，以农业发展为推

动，围绕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市局办公室供稿）

“佛山公厕”小程序荣获 2022

佛山口碑榜“为民办实事”最佳口碑服务案例

12 月 20 日下午，2022 年度佛

山口碑榜发榜盛典举行。由市城管

执法局送评的“佛山公厕”小程序

荣获“为民办实事”最佳口碑服务

案例。

为解决群众如厕需求，让市民

“方便”更加方便，市城管执法局组织第三方软件公司开发便民

小程序“佛山公厕”。通过微信小程序查询，以地图标识方式显

示周边的公厕位置，提供步行距离和驾车距离。除此之外，市民

还可直接看到公厕配套设施情况，如是否设置了无障碍厕所、母

婴室等，不同人群可根据自身需求导航到指定公厕。同时设置意

见反馈版块，市民在使用过程中随时向管理部门进行反馈，管理

部门在后台根据收集的反馈信息进行处理，优化市政公厕日常管

理方式，提升管养水平。

自 7 月 8 日小程序上线运行以来，“佛山公厕”小程序用

图为盛典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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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量 8599 人，其中 87 名用户参与评价。同时，市城管执法局

持续优化市政公厕指引牌，通过增加“佛山公厕”二维码图的

方式，为市民提供更加清晰的市政公厕导航指引服务。

（市局办公室供稿）

佛山企业向环卫绿化工人赠暖心退烧药

近期疫情防控新形势，佛山全市 4.6 万环卫绿化工人仍然坚

持在抗疫战线上，不畏严寒，在平凡

的岗位上默默贡献自己的力量。由于

市场对感冒发烧类药品需求激增，部

分患病环卫绿化工人居家用药紧张。

12 月 23 日，在市城管执法局和

市场监管局的倡议下，佛山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佛山市顺

德区大参林药业有限公司、广东佛心医药有限公司及佛山市大恒

仁药业连锁有限公司等企业亦积极响应，为环卫绿化工人捐赠退

烧药品 6.28 万包，为患病的环卫绿化工人纾忧解困。

同时，城管执法部门要求各环卫企业要高度关注一线环卫绿

化工人健康状况，储备必要的备用药品，做好应急预案，更倡议

沿街窗口单位、爱心商户、爱心企业伸出温暖之手，有条件的设

置劳动者港湾、爱心驿站，为环卫绿化工人接水、热饭提供方便

之门，积极献出爱心。

（市局市政环卫科供稿）

图为赠药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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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树市花白兰 LOGO 获奖作品公布！

芬芳白兰，四时飘香；纯洁真挚，温和高雅。白兰作为佛山

市的市树和市花，在佛山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象征着佛山市民

心中芳香四溢的城市记忆。

为进一步增强市民对市树市花的认识以及对白兰精神的传

承，共建绿色生态城市，2022 年 2 月-8 月，市城管执法局面向全

社会公开征集佛山市树市花白兰 LOGO，共征集到有效作品近百份，

经专家评审、领导小组会议审定，评选出金奖 1 名，银奖 1 名，

铜奖 1 名，公示期间无收到任何反馈异议。

获奖作品构思新颖、醒目大方，将佛山市花市树——白兰的

内涵与佛山特色、佛山精神紧密结合，独到的设计手法与富含韵

味的颜色搭配，将这一份属于佛山的独特记忆通过艺术手法展现

金奖：作者余铭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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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丰富了佛山人文及生态环境建设的文化资源。

（市局园林绿化科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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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巩固“创文”工作及农贸市场

升级改造工作成效，从 9 月底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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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科学划定工作责任区，确

保市场及周边环境实现常态化管控。截止

11 月份，全市城管执法系统开展综合治理工作共出动 9164 人次，

3417 车次，处置问题 5492 宗，教育劝导 2739 宗，责令改正 2455

宗。

禅城区：结合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制对临街商铺的店外经营和

占道堆放等行为进行劝导，督促其提高责任意识；通过常态化巡

查和错峰整治的方式对市场出入口等区域的乱设摊摆卖行为进行

取缔；依法对屡劝不改、影响突出的市容乱象进行查处，并通过

定点管控、专项整治等方式消除市容黑点区域。

南海区：前期的整治工作主要以教育劝导为中心及重点，下

阶段将转移以行政处罚为抓手，对屡教不改、屡禁不止的影响城

市容貌的各类违法行为进行严查严惩。同时，以开辟样板市场周

图为治理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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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工作站作为抓手，全力统筹协调工作站作为市场组的根据地，

做到步调一致，以小见大。

顺德区：顺德区持续开展对农贸市场周边市容环境的综合治

理工作，落实常态化管理暴露垃圾、噪声扰民、流动摆卖等行为，

防止死灰复燃，确保农贸市场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取得成效。区执

法大队、属地综合执法办人员继续进一步加强与市场管理方之间

的沟通协作与巡查配合，对农贸市场周边环境逐步实现规范化管

理，提升综合治理成效。

高明区：区城管执法局牵头，联合市场监管局、市场方对辖

区列入整治清单的 6 个市场开展常态化整治工作，区城管执法大

队根据各农贸市场不同时段的人流密集程度安排机动巡查，重点

安排第三方人员驻守市场开展劝导工作。

三水区：一是加大农贸市场周边、背街小巷卫生黑点的日常

保洁力度及保洁频次，及时清理积水及卫生死角；二是根据各农

贸市场实际情况，合理设置垃圾收集容器并保持容器外表干净整

洁，及时清运周边散落垃圾、杂物等；三是针对市场周边脏、乱、

差等突出问题，联合第三方服务公司持续开展市容环境专项整治，

营造长效保洁、有序、文明的营商环境。

接下来，全市城管执法部门针对市场周边市容环境乱象等问

题，将继续加大摸查力度，开展专项整治清理行动，加强人员对

市场周边巡查和驻守工作，及时处理店外经营、乱堆放、乱张贴

和乱摆卖等乱象行为，不断改善农贸市场周边环境卫生秩序，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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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实现市场周边市容环境常态化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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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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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53 25631 99.53% 25549 25450 99.61% 266 261 98.12%

顺德 14943 14834 99.27% 14579 14480 99.32% 411 408 99.27%

高明 9523 9501 99.77% 9252 9234 99.81% 335 332 99.10%

三水 6648 6590 99.13% 6423 6380 99.33% 383 377 98.43%

合计 56867 56556 99.45% 55803 55544 99.54% 1395 1378 98.78%

【注【注：：周期为周期为 2022.10.16-2022.11.152022.10.16-2022.1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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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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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