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城管函〔2021〕1005 号

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关于报送2021年
市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总结的函

市政协提案委:

《关于办理深圳市政协七届一次会议提案的通知》收悉。现

将我局市政协七届一次会议提案办理情况报送如下：

一、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总体情况

我局今年共收办政协委员提案 35 件，其中主办 8 件（含 1

件重点提案），分办 4件，承办 3件，会办 18 件（含 1 件重点提

案）；办理跨年度督办提案共 2件，其中主办件 1件，承办件 1

件。主要涉及到市容环境卫生、生活垃圾减量分类、立体绿化建

设、文明养犬、公园建设管理、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占用城市绿

地、综合执法等方面的建议。我局政协提案的答复工作已全部完

成，按时办结率和委员满意度均为 100%。

二、主要做法

（一）高度重视，严格落实政协提案办理“一把手”责任制。

我局始终坚持高质量、高标准、高要求办理政协提案中的有关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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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建议，把提案办理作为为老百姓办实事、提升群众获得感的一

件大事来抓，不断增强提案办理工作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一是把

办理政协提案工作纳入全局工作重要议事日程。收到提案后，局

长亲自研究部署，明确责任主体、规定完成时限，实施全程动态

地跟踪问效，确保每项提案建议得到圆满落实。二是认真制定提

案办理工作方案。细化各阶段办理进度，推动提案办理工作制度

化、规范化。三是严格审核把关提案的办理答复。每个提案都由

各业务处室和下属单位按照工作职责具体承办，局办公室（绩效

办）全程跟踪督办，形成答复意见后由分管局领导审核、局长签

发，提高建议办理和答复质量。

（二）严格程序，规范办理。我局在办理提案过程中，积极

完善机制，严格按照办理工作程序开展各项工作。一是完善工作

机制。在接到提案后，按照“统一受理、归类办结、限时反馈、

跟踪回访”的工作原则，由局办公室（绩效办）对收到的提案进

行梳理登记，认真研究，提出办理意见，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

和分管局领导，确保了办理工作的落实。二是加强沟通联系。为

增强办理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办理提案的责任单位主动与委

员联系，了解委员提出建议的背景和缘由。各单位根据委员提出

的问题，深入基层调查了解情况，收集第一手资料，针对存在的

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并采取电话沟通、请委员到现场

察看、共同研究解决方案等方式让委员了解办理进展情况，共同

推动问题的有效解决。三是强化督办机制。由局办公室（绩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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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全局提案办理工作的联络协调和跟踪督办，对办理工作针对

性不强或办理不到位的及时督促承办单位改进落实。

（三）求真务实，改进工作。我局坚持把提案办理工作作为

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有力抓手来对待，通过办理提案征求委员

对城市管理工作的意见。在办理提案过程中，从提高提案的办理

质量、全面落实提案的各项意见、更好地推动工作目的出发，建

立与委员联系制度，坚持共商在前、答复在后的办理原则，通过

现场办公、协调，使不少问题及时得到了解决，对暂时解决不了

的、超出本部门职权范围的问题，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向委员作

出解释，说明原因，以征得委员的理解和支持。

三、采纳情况和典型提案

今年政协提案中，除个别因客观条件和政策规定的限制，提

案中的建议内容无法完成之外，基本都予以落实，其中 13 件的建

议全部落实，2件的半数以上建议落实，0件留作参考。转化为具

体落实事项的详见附件 2。

经梳理，今年我局在办理政协提案中，成效比较明显的典型

提案如下：

（一）陈锦华委员在《关于强化深圳市立体绿化建设的建议》

中，针对立体绿化的建设、管养和鼓励等问题，提出三条建议。

提案办理期间，我局绿化处积极对接会办单位，并多次与陈

委员进行联系沟通，如 8月 24 日，与陈锦华委员进行了电话、微

信联系，向其汇报了对提案中所提建议的相关工作进展情况，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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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答复情况发送至委员微信；8 月 31 日上午，邀请提案委员陈锦

华同志、市政协社会法制和民族宗教委工作处谢燕琼同志以及民

革福田总支委员王银英同志等，到市绿化处参观办公楼屋顶绿化

示范项目，专题针对提案建议事项进行深入的讨论交流。陈委员

对我局办理政协提案的重视态度、办理效率以及对提案答复内容

表示满意。同时希望今后能加强交流合作，举办特色活动，做好

立体绿化的宣传推广。

我局对该提案建议内容采取以下落实措施：一是已印发《2021

年深圳市立体绿化工作实施方案》，重点推进既有建筑轻质屋顶绿

化，全面推动公共建筑、交通基础设施等立体绿化建设。二是方

案明确建设任务及相关鼓励政策出台纳入绩效评估指标“城市市

容环境状况（美丽深圳绿化提升）”，要求各区根据自身实际情况

和要求具体出台立体绿化补贴细则、审批权限以及审批细则等实

施文件，加快推进落实。三是督促福田区、南山区推广落实《深

圳市福田区立体绿化补贴实施细则（试行）》《南山区立体绿化实

施细则（试行）》，并根据实际执行情况，进行优化调整补贴流程

和资料提交要求。同时，将继续督促其他区积极完善相关立体绿

化补贴细则。四是根据《深圳市立体绿化建设发展指引》,制定《立

体绿化工程验收规程》《立体绿化管养技术规程》，指导各有关单

位参照规程严格落实立体绿化项目验收和管养工作，并开展了

2021 年“美丽深圳绿化提升行动”项目后评估工作,提出立体绿

化项目正面、灰色、负面清单，参考借鉴各项目亮点提高建设品



－５－

质，对照不足之处持续优化现有立体绿化项目。五是对标国内先

进城市桥梁悬挂绿化景观，引入已发展较完善的桥体绿化技术体

系，打造深圳特色凌空风景线，如滨河红岭立交、北环沙河西立

交、深南南海立交等。在结合共建共享花园及科普教育传播，建

设示范屋顶花园，如香山里小学创新者种植体验基地，巧妙地融

入了生本教育、生态教育、生命教育、财商教育和劳动教育，通

过真实场景挖掘、培养能力和对传统农耕文化的认识。六是推进

编制深圳市立体绿化建设发展三年实施方案与行动计划，结合全

市及各区各项规划建设实施计划、现状存量建设等，评估全市立

体绿化建设发展的潜力，制定切实有效的三年行动计划及行动项

目库，并提出相应的实施保障措施。

（二）王雪委员在《关于取消仙湖植物园一站式门票收费的

建议》中，针对取消门票收费和建设管理等问题，提出 3 条建议。

收到提案后，我局明确责任单位，安排专人专办，并多次跟

王雪委员联系沟通，汇报提案办理的进展情况。于 8月 12 日，我

局仙湖植物园杨义标主任前往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与王委员进行了

座谈，向王委员介绍了仙湖植物园的总体规划、功能定位、惠民

政策、园区周边交通状况等，并就仙湖植物园在新的规划中开辟

免费游憩空间、建设立体停车库等事项与王委员达成了共识。

我局对该提案建议内容采取以下落实措施：一是实行了分时

段免费入园，如在每日 8:00-18:00 为收费时段，入园游客需购买

全额门票 15 元/人，享受半票或免票的老人儿童等特殊人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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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00-8:00 及 18:00-21:30 为免费入园时段，游客可免费入园；

在 21:30-4:00 为闭园时间；在“五一”“十一”及“春节”期间

对购买全票的游客给予 20%以上的票价优惠；在国际妇女节、教

师节、儿童节、青年节等法定或传统节日中对相应人群均给予半

票或免票优惠。截至 2021 年 10 月 22 日，共售出长者票（免费入

园）37600 张，学生半价票 67475 张，节假日优惠票（优惠 20%）

290049 张。二是为广泛开展自然教育提高服务质量，传播生态文

明，对学校组织的中小学生来园参加科普教育、自然体验活动给

予免票政策，并安排植物学博士或者自然教育教师及志愿者陪同、

讲解植物科学知识，不断创新自然教育模式。由于今年受疫情影

响，前期主要开展了新一批志愿者招募补充和解说技能培训工作，

现已完成志愿者阴生园导赏培训，于 10 月份启动阴生园解说和南

门至天上人间段的解说导赏服务，计划至 2021 年底共开展 20 次，

预计覆盖参观游园人群 300-400 人次，已完成讲解服务 4 次，参

与公众 70 人次。三是仙湖植物园入口处已配套建设一座 7层的立

体停车场，除首层为公交场站外，其他楼层均可停放小汽车，共

有 438 个小汽车停车位，可满足部分游客停车需求。仙湖路作为

进出仙湖植物园的唯一道路，部分路段仅为双向 2车道，通行能

力不足，节假日期间交通拥堵已较为严重。市交警部门已对仙湖

植物园周边区域采取交通管控措施，节假日车辆进入此区域需进

行预约。在公共交通出行方面，现已开通地铁 2号线仙湖路站，

出入口距离仙湖植物园正门仅 600 米，步行 10 分钟即可到达。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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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仙湖植物园门口还有接驳公交，可接驳地铁 3号线、5 号线、

7号线等，整体公共交通出行条件较好。

（三）方曼荻委员在《关于开放深圳湾公园周末骑行，保护

居民的活动权益的提案》中，针对开放深圳湾公园周末骑行提出

两条建议。

收到提案后，安排专人第一时间跟方曼荻委员进行了沟通联

系，邀请方曼荻委员于 4月 29 日到深圳湾公园进行交流座谈，并

围绕“开放深圳湾公园周末骑行”的建议进行讨论交流。会上，

我局结合公园管理实际经验，向方委员介绍了深圳湾公园的基础

建设、单车入园管理措施设立的初衷、规则和依据等情况，同时

借助“深圳城管互联网+大客流数据应用平台”，以大数据智能

化分析结果，向方委员可视化还原了公园周末游客实际入园情

况，展示周末和节假日游客入园数据。一方面，让委员了解深圳

湾公园周末及节假日入园游客变化规律,从上午 9：00 开始激增，

至下午 4：00至 6：00 达到极值。另一方面，让方委员了解周末

和节假日 9:00 至 18:00 是园区游客人数最多时段，这个时段不适

合在公园内骑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秩序混乱，甚至引发安全

事故。而工作日的入园游客人数则相对平稳，公园内骑行不会影

响市民游客正常游园。方委员真实地了解到公园现行的分时段单

车管控措施，不仅符合大数据分析结果，还是经过长期实践总结

出来的经验积累，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经充分沟通解释，最后取得了方委员的理解，达成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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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委员支持我局继续维持现行单车分时段管理措施，同时也对深

圳湾公园单车管理提出了两点意见：一是要加强对公园一线安保

队员的专业培训，为市民做好单车管理措施解释工作。二是在公

园出入口增设单车分时段管控的指示牌。我局均已落实。

（四）刘俊琳委员在《关于大力推进深圳环卫作业现代化发

展的提案》中，针对推广使用智能环卫清洁设备、上路、充电和

停放等问题，提出四条建议。

收到提案后，立即安排专门人员开展办理工作。一是主动与

市政协联络工委、提案委员和会办单位就办理分工等事宜进行沟

通对接，并通过电话、邮件、短信等方式多次向刘俊琳委员反馈

办理情况及征求意见。二是制定《市政协主席会议督办 20210559

号重点提案办理工作方案》，并在征求委员和会办单位意见后，

于 8 月初正式印发，方案中明确了各办理单位任务、办理流程与

办理时限等要求。三是为切实解决提案反映的小型环卫机械设备

路权问题，8 月 17 日我局环卫处负责同志带队前往市公安局交通

警察局与办理人员进行了座谈交流，梳理对策思路，共谋解决办

法。四是市政协联络工委于 9月 16 日组织召开提案办理督办会，

提案委员及各办理单位就有关问题进行沟通协商，并达成一致意

见。

我局对该提案建议内容采取以下落实措施：一是编制并印发

《深圳市小型环卫机械设备管理及技术指引》，明确我市小型环卫

机械设备具体技术参数和管理要求，指导各区规范小型环卫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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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配置和管理。二是在环卫服务招标范本中新增小型环卫机械

设备内容，引导各区采购使用相关设备，并从 2021 年 1月起，检

查督办全市环卫新招标项目中小型环卫机械设备配置到位情况。

截至目前，全市已推广应用约 360 台新型小型环卫机械设备。三

是鼓励各区试点环卫 PPP 项目、“物管城市”等环卫管理新模式，

提升环卫作业机械化水平，在福田、宝安、龙岗等区部分标段均

有实施。目前福田南园、宝安沙井等环卫 PPP 标段已积极应用纯

电动无人驾驶清扫车、5G 机器人、自跟随吸尘车等智能化小型环

卫机械设备，推动环卫作业全机械化。四是经与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协调，其表示正在组织编制的《深圳市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

布局规划》中，已将环卫车辆专用充电设施纳入其中，一方面是

利用各类环境园、大型垃圾转运站等环卫设施用地配建环卫专用

充电设施;另一方面充分挖潜有条件的市政公园、环卫车辆停放场

地等建设环卫充电设施。同时，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鼓励充分借

鉴国内杭州等地做法，将公交等停车场提供给环卫车辆进行错峰

充电、停放。五是研究制定规范性文件，因小型环卫机械设备不

属于机动车辆，但国家工信部暂未对小型环卫机械设备明确归类

并纳入管理范围，我局将牵头研究编制相关规范性文件，对我市

小型环卫机械设备参数、范围进行界定，并加强管理。

（五）张学虎委员在跨年提案《关于加强养犬管理的提案》

中，针对加强养犬管理的问题，提出九条建议。

该提案被选为跨年提案后，我局立即梳理已落实完成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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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对未完成建议事项加强专项督办，全面推动落实；同时，

及时与张委员联系沟通，详细介绍将建议转化为具体措施及推动

落实的跨年办理情况，认真听取张委员相关建议，并结合工作实

际进一步深化落实，得到了张委员的理解和认可。

我局对该提案建议内容采取以下落实措施：一是全面实施电

子芯片植入工作，实现犬只溯源管理。目前，全市各区共委托了

315 家宠物医院开展犬只芯片植入工作，已为 15.7 万只犬只植入

了电子芯片。二是出台《深圳市养犬管理规定》，从登记管理、行

为规范、收治、处置等方面严格规范犬只管理。三是探索拓展犬

只活动空间，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区、街参照福田区景田北宠物主

题社区公园模式，配置宠物科普知识栏、训练设施、配套洗手池、

宠物便池等设施，提供宠物活动专门场地。四是进一步深化物业

小区“十个一”和城中村“123”养犬管理模式，全市打造 500

个以上文明养犬示范点。五是建立统一的深圳养犬管理服务平台，

实现犬只智慧化管理，共受理市民养犬服务申请 50.7 万宗。六是

持续开展“睦犬行动”，严格处罚违法违规养犬行为，2021 年以

来共处理各类涉犬案件5668宗，查处犬只3716只，立案处罚1760

宗。

四、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一）存在问题。办理提案过程中，发现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因受疫情影响，今年我局组织政协委员参加的活动不够丰富。

二是作为主办单位，与会办单位的联系沟通不是特别积极，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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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加强。

（二）改进措施。为提升提案办理质量，提出一下改进措施：

一是结合我局职能和重点工作内容，开展更多元化、更丰富活动，

让政协委员更了解我局工作，持续为我们建言献策；二是明确要

求各责任单位需积极与提案涉及的会办单位开展沟通协商，更有

利于完成提案建议事项。

五、对政协提案工作的意见建议

一是建议开通“深圳市政协提案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

“提案系统”）权限，作为会办单位可以看到主办单位的答复内

容，更好的促进主会办单位及委员之间的沟通。二是建议在提案

系统中的“查询 B类答复”增加导出提案工作清单（结果）的功

能。三是建议政协提案所提建议着重推动市委市政府年度重点工

作，与市委市政府保持步调一致，便于具体承办部门采纳和转化

成实际工作举措，助力推进政府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六、自评

我局在本年度提案办理工作中，均按时签收、按要求办理、

答复、填报结果清单等，且积极与委员、会办单位及主办单位就

提案办理工作进行沟通交流，最终完满完成提案办理工作。我局

自评考核绩效得分为 100 分，其中基础分得 90 分，加分项 10 分

（加分内容包括，一是提案办理数量，主办（承办、分办）17 件，

会办 18 件，共 5.2 分；二是重点办理，已经办理重点提案 2件，

其中 1 件主办、1 件会办件，得 3 分；三是优秀提案，选取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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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个提案为优秀提案，得 9分）。

附件：1. 深圳市政协 2021 年提案工作清单表

2. 深圳市政协2021年跨年度提案办理结果清单总表

3. 佐证材料

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1 年 10 月 29 日

（联系人：邱诗雅，联系电话：83072905、13510926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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