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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编印 2023 年 1 月 31 日

副市长陈伟明督导城管执法领域节前市容市貌
整治及安全生产工作

1 月 12 日上午，副市长陈伟明率队到禅城、顺德区督导城管

执法领域市容市貌整治及安全生产工作。督导组首先来到禅城区

中山公园，实地督导中山公园春节氛围营造、园内安全保障等相

关工作情况，听取禅城区春节时花种植、灯光景观亮化及春节市

容秩序保障情况汇报。随后，督导组到顺德区佛山新城迎春花市，

督导花市布置、周边市容市貌管控及相关安全保障工作情况。

陈伟明强调，城管执法部门要围绕“干净、整洁、有序、美

丽”的要求，加强统筹协调，切实做好春节期间市容市貌整治、

城市景观提升、城市管理保障等相关工作。一是要做好迎春花市

及春节特色活动保障，配合活动主办方加强场内及周边市容环境

卫生管控，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引导商户有序经营，营造良好的

市容环境秩序。二是要加强主次干道、公共场所的清扫保洁，提

高清扫保洁水平，以良好的市容市貌营造欢乐祥和、整洁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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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和谐的节日氛围。三是要强化节日氛围营造保障，在市内公

园、主干道、标志性建筑等重要节点结合佛山文化及节日主题，

以杜绝铺张浪费为前提，适度通过设置景观小品、照明亮化等方

式，营造热烈、喜庆的节日氛围，着力提升城市品质形象，满足

市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市政府副秘书长林小芳，禅城、顺德区政府相关负责同志，

市城管执法局相关负责同志参加督导。

（市局办公室供稿）

省住建厅、省建设工会到佛山城管行业单位开展
春节送温暖活动

1 月 12 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党组成

员、总工程师陈天翼，省住房城乡建设工

会主席肖送文一行到佛山城管行业单位

开展春节送温暖活动，看望慰问困难职

工，向大家致以新年的问候。市城管执法

局党组成员、三级调研员邓政明陪同参加活动。

慰问组分别到禅城区城市管理综合服务中心、桂城街道综合

行政执法办公室怡海中队，向禅城区、南海区困难职工、坚守服

务一线岗位职工致以问候，倾听每位困难职工的生活情况，给予

解决生活难题的建议，鼓励遭受较大变故的职工保持工作生活的

信心。

图为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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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慰问的职工们备受鼓舞，纷纷表示感谢省、市、区领导的

关怀，下一步将继续克服困难，用心、用情为城管工作做贡献，

让我们的城市更加靓丽。

（市局人事科供稿）

召开 2022 年工作总结会议

1 月 10 日上午，市城管执法局召开 2022 年工作总结会议，局

党组书记、局长苏仕超主持会议并讲话，

局机关全体公务员、工勤人员参加会议。

2022 年，市城管执法局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

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在市委、市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锚定市委“515”战略目标持续用力，城市管理执法

各项重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绩。

一是三水焚烧项目建设顺利推进，顺利了完成环评、稳评、

立项审批、勘察设计招标等重点环节工作，转入主体工程施工阶

段。项目全程严格依法依规，实现零信访、零听证、零复议、零

诉讼，无群体性聚集事件、无重大负面舆情集中爆发、无治安案

件发生、无技术问题社会质疑的“四零四无”工作目标。

二是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稳中有进，随着《佛山市生活垃圾分

类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全市 1699 个居民区已完成“楼层撤桶”，

32 个镇街共 6863 个生活垃圾产生源基本实现垃圾分类覆盖，绿色

图为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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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理念愈发深入人心。我市在全国 76 个大城市中的排名一直位

于中上水平，在广东大城市中排名靠前，其中今年第一、第二季

度分别排名第 1 位和第 2 位。

三是贯彻落实科学绿化精神，深入开展科学绿化、城市树木

保护及审批监管，同时进一步理顺、优化审批流程，有力保障各

项重点项目推进。

四是违法建设治理工作有力推进，连续四年超额完成省下达

目标工作任务。

五是城市管理智慧化水平不断提升，完成佛山市城市综合管

理服务平台一期建设任务，开发完成市容 AI 系统，建立“人巡+

技巡”相补充的工作新模式，大大提高问题发现和处置效率，以

智慧化、信息化推动城市治理精细化，助力“创文”工作提档升

级。

六是切实提升城市管理服务水平，开发便民小程序“佛山公

厕”，令市民“方便”更方便，上线以来得到用户和市民广泛好

评和点赞，被评为 2022 年度佛山市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最

佳办理案例”及佛山口碑榜“为民办实事”最佳服务案例。

苏仕超强调，2023 年是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

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全市城管执法部门一

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二是根据上级要求和基层需求，“走上去、

走下去、走出去”，积极做好各项工作的推进落实，努力为主管

行业和基层群众做好服务。三是要“慎微、慎初、慎独”，进一

步加强城市精细化、智慧化管理，着力提升城市品质形象，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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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在推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方面发展向高质量

快速跃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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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各分管领导对 2022 年所分管业务工作情况进行总结，

并对 2023 年工作进行了部署。

（市局办公室供稿）

开展节前安全生产督导检查

元旦前后至春节临近，市城管执法局领导带队到各区开展安

全生产督导检查工作，督促各区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企业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加强隐患排查治理，强化行业监管，防范安全事故

发生。

1 月 13 日下午，苏仕超局长带队到三

水白泥坑垃圾卫生填埋场开展安全生产和

消防安全督导检查，实地查看填埋场运营管

理、渗滤液处理，以及绿色环保项目建设、

安全生产等情况，听取了三水区城管执法局及各相关企业安全生

产管理工作汇报。苏仕超强调，一是要重视岁末年初安全防范工

作，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突出重点、全面排查，确保隐

患问题整改到位；二是要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夯实安全生

产工作责任，抓实抓细施工各环节安全生产，稳妥有序推进绿色

环保项目建设；三是要做好春节期间安全生产管理，提前谋划

图为检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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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后复工复产工作，摸排化解从业人员思想状况，加强从业人员

教育培训和设备检修，确保各项设施安全运营。

市局各分管领导按照“片区督导”原则，分别带队到各区开

展春运保障、迎春花市、城市公园人员聚集场所、城市景观照明、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等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督导检查，督促各区局

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及时消除隐患，切实做好岁末年初各项安全

防范工作，确保“春节”期间安全稳定。

（市局市政环卫科供稿）

开展 2023 年初党风廉政教育活动

新年伊始，市城管执法局将党风廉政教

育摆在重要位置，开展多场全局专题教育活

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要以案为鉴、汲

取教训，深刻理解腐化堕落往往源于小事小

节的失守，正确认识“四风”和腐败互为表

里、同根同源的关系及其政治危害，提高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

变能力，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永葆清正廉洁的政

治本色。

在 1 月 10 日召开的局 2022 年工作总结大会上，局党组书记、

局长苏仕超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要求

全局干部职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严格家教家

图为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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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把弘扬新风正气同传承节日文化结合起来，倡导清正廉洁、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等优良风气；推动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践行“三

个务必”，廉洁过年、清爽过节，为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佛山

落地见效提供坚强作风保障。会上，苏仕超与各分管领导、科室

负责人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明确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1 月 11 日下午，召开全局廉政教育会议，专题传达市纪委监

委关于四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的通报，重点强调春

节期间廉洁自律相关要求，并集中观看省纪委监委拍摄的 3 部廉

政警示教育片。局全体公务员、工勤人员、雇员参加教育活动。

（市局机关纪委供稿）

市局荣获佛山市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市长

直通车）2022 年度“最佳办理案例”

日前，由佛山市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市长直通车）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以“为民办实事 暖心解民忧”为主题的

佛山市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市长直通

车）2022 年度报告会在佛山电视台顺利举

办。市城管执法局“‘佛山公厕’小程序上

线！让佛山市民‘方便’更方便”荣获 2022

年度“最佳办理案例”，关秋平同志荣获 2022

年度“最美热线人”。

（市局数字化城市管理科供稿）

图为获奖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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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 2023 年“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迎春活动

为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喜迎兔年春

节的到来，市城管执法局联合市文联、市书

法家协会延续历年传统，组织开展 2023 年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迎春活动。

1 月 6 日下午，市城管执法局邀请了广

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李小如、佛山市书法家协会主席王志敏等

11 位书法名家，在市城管执法局二楼大堂，为市民免费书写“福”

字和春联，送上新春最美好的祝福。"

此次活动的开展，营造了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让市民感受

中华文化精髓的魅力，品味中华传承千年的文化习俗。接下来，

市城管执法局也将继续积极搭建与广大市民群众互动沟通的桥

梁，认真倾听市民对城市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结合工作实际，

努力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积极争取社会各界对城市管理工

作的关心、理解和支持，不断增强市民群众对城市管理工作的认

同感和参与感。

（市局办公室供稿）

图为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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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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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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50 25120 99.49% 24988 24876 99.55% 463 454 98.06%

顺德 12503 12436 99.46% 12190 12129 99.50% 375 371 98.93%

高明 9795 9740 99.44% 9498 9445 99.44% 361 360 99.72%

三水 6521 6504 99.74% 6353 6341 99.81% 252 251 99.60%

合计 54069 53800 99.50% 53029 52791 99.55% 1451 1436 98.97%

【注【注：：周期为周期为 2022.11.16-2022.12.152022.11.16-2022.12.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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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