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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省2018年发展蓝图

威省市，一个富有活力，
具有包容性，绿化环境，

有竞争力和科技化的智能城市

提供高效能的市政服务，社区
规划和设施以及全面性的响应

威省市民的需求

安全的环境 有素质的
基本设施与建设

健康的
生活方式

绿色发展与
环境卫生

引入新科技 富竞争力的
城市经济

维护文化
与遗产

持续发展与
宜居的城市

社区参与 包容和公平
的城市发展



威省市政局职员健康运动活动   
(2018年10月12日和26日/2018年11月9日
和23日/2018年12月7日)

1

威省市政局主席与银行和发展商
会面活动
(2018年10月12日) 

2

进行“提升Taman Pauh Jaya草场

计划”讨论会
(2018年10月14日) 

3

威省市政局欢乐行 2.0 
(2018年11月17日) 

4

峇眼同乐会@北海艺术画廊 - 
峇眼达南区州议员屠妖节开放门户
(2018年11月17日) 

5

槟州Maulidur Rasul庆典
(2018年11月20日) 

6

“Seberang Perai Corporate 

Priorities 2019 研讨会”

(2018年11月5日在Ixora Hotel/ 2018年11月24日

和25日在Rainbow Paradise) 

7

第三季威省市政局职员集会
(2018年11月27日) 

8

与Think City有限公司联办2018年

北海艺穗节
(2018年12月1日和2日) 

9

2018年摄影比赛“我的北赖河”
颁奖典礼 
(2018年12月1日)

10

移交保温水瓶给威省市议员和
威省市政局A级和B级官员
(2018年12月21日)

11

与柔府汽车城Auto City Sdn Bhd 响应
“无塑料吸管”运动
(2018年12月24日)

12

大山脚柏达镇“一婴一树”活动 
(2018年10月7日)

1

与PETRON公司和槟城浅海渔民福利协会
(PIFWA)于高渊吉辇河边栽种200棵海桑树 
(2018年10月13日)

2

威中柔府山“森林浴” 活动
(2018年11月3日)

3

Majlis Bersama Jabatan 会议
(2018年11月27日)

4

位于Jalan Todak的早晨无车日活动
(每月首个星期日)

5

在Promonade of Sungai Perai进行脚车道
标记和设立告示牌
(2018年11月执行)

6

威南安曼岛“森林浴” 活动
(2018年12月15日)

7

威南安曼岛“性别回应与参与预算”
计划开幕
(2018年12月15日)

8

Kampung Permatang Nibong社区家园
清洁比赛颁奖典礼
(2018年12月23日)

9

峇眼同乐会@北海艺术画廊
(2018年10月13日/2018年11月17日/2018年12月29日)

10



“塑料瓶盖打造3D立体壁画”完成礼
(2018年12月1日)

1

威省市政局、星狮控股有限公司和Tetra Pak 

(马)有限公司联办资源回收比赛(学校组)的
颁奖典礼
(2018年10月11日)

2

威省市政局荣获大马绿色科技机构颁发
低碳城市架构(LCCF) 钻石认证证书
(2018年10月25日)

3

与Pangsapuri Pauh Damai居民进行2018年
分层房屋美化奖
(2018年10月27日)

4

在和平路中学进行“厨余堆肥计划和经济
型厨余处理器”推介礼
(2018年11月2日)

5

配合2018年世界规划日，威省市政局荣获
倡议实施绿色社区发展认证(市政局组别):
倡议堆肥计划
(2018年11月3日)

6

在柔府汽车城举行“中学水质常识比赛”
颁奖典礼
(2018年11月17日)

7

与Continental Automotive Components (M) 
Sdn Bhd 和 Jinko Solar 联办“2018年威省
区绿色校园比赛”颁奖典礼
(2018年11月19日)

8

参观及户外学习: 十八丁红树林生态教育公园
(2018年11月22日)

9

有机稻米种植座谈会
(2018年10月14日)

1

在菲律宾奎松市的WeGO执委会
会议上分享智慧城市的良好实践 
(2018年10月16日至20日)

2

与高渊社委会和非政府组织在高渊
成功花园举办狗结扎和关怀动物
教育活动 
(2018年10月21日)

3

威省生态旅游及环境保护国际研讨会
(2018年10月8日和9日)

4

威省市政局主席与姐妹市澳洲弗里曼
特尔(Fremantle)市长布拉德佩迪会面
(2018年10月8日)

5

与社委会和非政府组织在北赖才能园
多元化礼堂举办狗结扎和关怀动物
教育活动
(2018年10月21日)

6

灭蚊特工队
(2018年12月7日和31日)

7

诗布朗再也森美兰浪公园的摄影
景区开幕礼
(2018年12月15日)

8

为诗布朗再也登吉里街临时小贩
中心提升计划进行开幕礼
(2018年12月15日)

9

在Sunway Hotel进行威省“办理施工
许可证”(Dealing with Construction 
Permits)研讨会
(2018年12月12日和13日)

10

与日本横滨市、理科大学、横滨市大学、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和横滨市与威省市政
局联合规划小组进行重振大山脚研讨会
(2018年12月15日)

11

在The Light Hotel 进行“性别回应与
参与预算案”研讨会
(2018年12月13日)

12

威省市政局的5S 认证审核
(2018年12月20日)

13

控制蚊症
(57间房屋被检查/27张罚单)

14

控制及捕抓老鼠
(553只老鼠被捕抓)

15

控制及捕抓流浪狗
(787只流浪狗被捕抓)

16



社区效应

1 提倡健康生活方式

提升环境保护意识2

通过“森林浴”活动减压3

经济效应

批准规划图测

工业         : 84

商业         : 294

住宅         : 5,193

1

批准完工和合规证书 (CCC) 

个人住宅               : 53

工厂/办公室/工作坊    : 5

其他建筑物             : 14

住宅区                  : 11

2

 批准349个执照申请3 环境效应

保护环境1

培养环境保护情怀2

维护绿色区域3

科技效应

资料共享1

 提供友好客户的新科技2

运用智慧城市于行政管理3

在槟州秘书署主办的数码政府研讨会上，威省市政局主席成为
“e-政府 4.0: 着重数码于民”环节的主持人
(2018年10月11日)

1

智慧城市行动计划研讨会
(2018年12月17日) 

2

学校假期活动 电脑基础课程 : 

(2018年12月11日至13日) 

3

在Jalan Kebun Nenas、Jalan Juru和Jalan Bukit Tambun进行

“Greenwave 绿波”

(2018年11月开始试用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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