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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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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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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O’ Sr HJ ROZALI BIN HJ MOHAMUD
Mayor

威省市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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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省2019年发展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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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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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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威省市政厅职员健康运动活动

(2019年10月11日和25日/2019年11月8日和22日/2019年12月6日和20日)

2. 威省市政厅有氧健身操运动活动
(2019年10月6日/2019年11月3日、17日和24日/2019年12月1日、15日和22日)

3. 永续社区奖颁奖典礼
(2019年10月4日)

4. 威省场“我爱槟城”欢乐跑
(2019年10月6日)

5. 2017年槟州水灾协助单位救灾表扬会
(2019年10月6日)

6. 峇眼同乐会@北海艺术画廊 - 青年、艺术和体育庆典
(2019年10月26日)

7. 威省市政厅廉政日仪式
(2019年11月11日)

8. 峇眼同乐会@北海艺术画廊
(2019年11月16日)

9. 位于大山脚Tesco进行消防安全展览
(2019年11月16日)

10. 位于北海峇眼惹玛礼堂进行灾害管理培训
(2019年12月7日)

11. 2019年北海艺穗节
(2019年12月7日和8日)

12. 重铺威省20个住宅区和7个商业区损坏的道路

13. 提升诗不朗再也东姑花园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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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中诗不朗再也Persiaran Tenggiri
1. 提升4条道路路肩的无障碍设施

威中诗不朗再也Jalan Tuna

威中Jalan Pelangi 1, Taman Pelangi

威中Jalan Bukit Minyak 2, Taman Bukit Minyak

2. 峇冬丁宜威省市政厅动物收容所开幕
(2019年10月1日)

3. 峇东尼蒙“升级再造”社区开幕
(2019年10月6日)

4. 威省市政厅职员集会
(2019年10月7日和12月3日)

5. 威省市政厅市长、市议员和部门主任在大山脚卓坤山进行休闲活动
(2019年10月13日)

6. 北海绿悠苑“零垃圾”社区活动
(2019年10月20日)

7. 位于北海Taman Lucky进行 (TNR) 捕抓、结扎、回置和饲养解说会
(2019年10月20日)

8. 峇眼同乐会@北海艺术画廊 - 青年、艺术和体育庆典
(2019年10月26日)

9. 大山脚振兴计划 - 大山脚伯公埕户外素描
(2019年11月3日)

10. 早晨无车日活动 : 关怀年长者
(2019年11月)

11. 柔府汽车城有机蔬果市集2週年纪念庆典
(2019年11月10日)

12. 与国际青年商会 JCI联办“升级再造”嘉年华
(2019年11月10日)

13. 8R资源回收奖励活动
(2019年11月14日)

14. 峇眼同乐会@北海艺术画廊
(2019年11月16日)

15. 成立旅游、艺术和遗产部
(2019年11月26日)

16. 新村和传统乡村清洁比赛进行评分
(2019年12月4日和5日)

17. 在威省市政厅举行饮食健康讲座和展览
(2019年12月5日)

18. 柔府汽车城“升级再造”嘉年华
(2019年12月7日)

19. 生态疗法和“森林浴” 活动

(2019年12月7日)
威南武吉班卓森林公园

(2019年12月14日)
威中卓坤山森林公园

20. 与Persatuan Seni Silat Cekak Malaysia和KBS在威省市政厅大厦联办欢乐行/跑
(2019年12月21日)

21. 五位服务柜台职员通晓四种语言即国语、英语、华语、淡米尔语，亦有职员
通晓手语

22. 养犬管理信息系统已启用
(201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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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北直落斗哇罗宾娜海滩 (30公里)
1. 已建设威省脚车道共长达95公里 

威中瓜拉柔府 ( 30公里)

威南 高渊双溪珍那岸 (35公里)

2. 截至2019年12月，威省市政厅、政府单位和私人机构共
栽种了16,353棵树以向低碳城市目标前进

3. 截至今年12月共有2852棵树木已被挂上标签

4. 威省市政厅植树活动
(2019年10月6日)

5. 峇东尼蒙“升级再造”社区开幕
(2019年10月6日)

6. 北海绿悠苑“零垃圾”社区活动
(2019年10月20日)

7. 2019年资源回收比赛（学校组）颁奖典礼
(2019年11月14日)

8. “水质常识比赛”颁奖典礼
(2019年11月15日)

9. 全国资源回收日庆典（威省区）开幕典礼
(2019年11月16日)

10. 分层物业美化比赛颁奖典礼
(2019年11月27日)

11. 社区农耕比赛颁奖典礼
(2019年12月1日)

12. 威北Vision Park“一婴一树”活动
(2019年12月24日)

13. “Permatang Nibong社区家园清洁和美化比赛”颁奖典礼
(2019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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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uskidzania活动开幕仪式

(2019年10月5日)

2. 欢庆威省市政厅在2019年所荣获的奖项
(2019年10月5日)

3. 威省市长杯足球赛
(2019年10月8日)

4. 威省市政厅下半年门牌税幸运抽奖颁奖典礼
(2019年10月11日)

5. 威省市政厅亲善会客日“我们知道您的需要”
(2019年10月13日)

6. 出席在韩国首尔举办的WeGO – 东盟智慧城市网络(ASCN)
市长会议

(2019年11月21日至25日)

7. 威省市政厅台球比赛闭幕典礼
(2019年11月27日)

65间房屋被检查
8. 控制蚊症

40张罚单

775只老鼠被捕抓
9. 控制及捕抓老鼠

858只流浪狗被捕抓
10. 控制及捕抓流浪狗

� � � � � � �� � � � � � �� � � � � � � 4TH QUARTER 20194TH QUARTER 20194TH QUARTE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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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威省市政厅绿色学校奖励计划 - 武拉必中学太阳能
系统推介礼 
(2019年10月2日)

2. 威省市政厅“网络柜台” 推介礼 
(2019年10月5日)

3. 威省市政厅“生态走廊” 推介礼
(2019年10月18日)

4. “学校绿色教育电子游戏市长杯”常年杯比赛颁奖
典礼
(2019年11月6日)

5. 威省市政厅绿色学校奖励计划 -  Kebun Sireh 国小
太阳能系统推介礼
(2019年10月13日)

6. 视察北海甘榜孟加里数码图书馆
(2019年12月16日)

7. 设立以在线和QR码进行税务反对
(2019年12月)

8. 设立威省房地产投资电子计算器
(2019年12月)

提倡健康生活方式1

提升环境保护意识2

通过“森林浴”活动减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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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护环境

2 培养环境保护情怀

3 维护绿色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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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共享

2 提供友好客户的新科技

3 运用智慧城市于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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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批准规划图测
工业   :  6

商业   :  25

住宅   :  12

2 批准完工和合规证书 (CCC) 

住宅区                    :  9

个人住宅                  :  73

工厂/办公室/工作坊     :  10

其他建筑物                           :  18

3 批准执照申请

普通     :  551

工业     :  73

小贩   :  107

畜牧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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