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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项亚琼通讯员萧分类

垃圾分类，体现了一座城市的文明
程度。在迈向2022年杭州亚运会的时代
进程中，我区响应“绿色、智能、节俭、文明”
的亚运理念，全城化、全方位提升市民的环
保意识。

自掀起垃圾分类“绿色革命”后，全
区上下积极探索新思路，引导居民开展
生活垃圾前端分类，建立垃圾分类与再
生资源回收“两网融合”体系，促进再生
资源回收利用，有效控制生活垃圾总量
增长。

“两网融合”提质增效

在宁围街道人才公寓中心广场上，一
间蓝白相间的漂亮屋子成了居民们的“新
宠”。在这间约20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居
民们投放的可回收物经过智能秤称重、拍
照后折算成相应的积分，打入市民的垃圾
分类积分卡中。积分累积到一定数量时，
还可以兑换相应的生活物品。

“以前瓶瓶罐罐没人要，只能随手扔，
现在这些没用的玻璃瓶还能兑积分换日
用品，多实惠啊！”居民王阿姨与邻居聊天
时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宁围街道人才公寓“两网融合”回收
服务点，是我区正在全面推开的“两网融
合”再生资源回收服务点的一个缩影。“两
网融合”，是指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和
生活源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相融合，通过统
一分类投放、分类收运和资源循环利用，
提高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的实效。除了这
种服务网点回收之外，在我区广大小区、
农村还通过定时定点回收、上门回收等方
式进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回收渠道，
市民投放可回收物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
垃圾减量效果提升明显。

再生资源回收“五步走”

今年是我区推行垃圾分类的第三个
年头，随着“一户一桶一卡一芯片”的“智
能账户”模式在全区推广，垃圾分类工作
也从加快分类覆盖向推进分类提质转
变。近年来，我区针对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存在着回收经营不规范、企业规模小、低
价值回收物回收利用率低等一系列问题，
积极探索尝试在垃圾收运和再生资源回
收“两网融合”上做文章。

以市场化为主体，目前，我区已建立起
萧山特色的“户投、村收、镇处置、区考核”
再生资源回收体系，通过强化回收网点布
点建设、推进分拣中心提升改造、接入智能
监管平台、规范可回收物收运处置、纳入全
区综合考评体系等“五步走”，构建由镇街、
村社、物业（第三方服务企业）、再生资源
（大件垃圾）回收企业组成的收运网络。

建立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后，不断推进
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及分拣中心建设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区按照统一建设标
准，各镇街（平台）因地制宜、合理选择网
点设置形式，制定回收网点布点方案。目
前，全区已建立起再生资源回收网点300
余个，提升改造大型智能化分拣中心3个，

另有一个分拣中心正在建设中。

线上线下更方便

在完善线下网点建设的同时，我区
还与支付宝合作上线“易代扔”小程序，
打造“线上预约上门”和“线下网点回收”
两种模式，居民可以根据类别、重量获得
市场价格补贴，并记入垃圾分类“智能账
户”。目前，全区可回收物日均收运量峰
值达到300余吨。

记者从区垃圾分类办了解到，根据
《2020年度杭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目标
任务及评分细则》《杭州市萧山区推进再
生资源回收实施方案》，到今年底我区将
完成以下目标：再生资源回收体系进一步
健全，居民小区、行政村普遍设置回收网
点，实现可回收物应收尽收，明确回收量、
明细及去向，全区回收再生资源36万吨以
上，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45%以上。

“两网融合” 融出垃圾分类新风尚
——“亚运兴城”系列报道之三

■记者金波项亚琼

本报讯 昨日，市委副书记、区委书记
佟桂莉在调研区城管局时强调，要以最高
标准、最严要求抓好城市精细化管理，助
力萧山打造“重要窗口”示范样板。

区领导方军参加调研。
佟桂莉一行来到区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城厢中队，详细了解了市容AI智治系
统、工程车大数据研判系统、生活垃圾智
能监管系统的运行情况，并听取了城市管
理相关工作情况的汇报。

佟桂莉认为，我区城市管理工作服务

大局有作为、攻坚克难有担当、创新工作
有举措、为民服务有情怀。她指出，城市
管理工作永远在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
好。要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目标导
向，围绕亚运筹备、亚运兴城，在城市精细
化管理上做出新的探索。

佟桂莉强调，城市管理工作站位要
高。要拉高标杆，主动对标世界名城的核
心区域，超前谋划，按照精细化、品质化、
国际化的要求，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中心城
区。要开放包容，立足“融”字，在城市管
理的标准、规范、要求、机制上，实现与主
城区的一体化联动。要注重细节，用心用

情地投入到城市管理的方方面面，多在
“不起眼”“看不见”的地方下功夫、做文
章，提升城市管理的水平。

佟桂莉强调，城市管理工作要攻坚克
难。要提质扩面，巩固提升垃圾分类的实效，
注重长效管理，进一步提升末端处置能力，防
止出现反弹回潮现象。要切实解决渣土消纳
这一难题，务必要做到消除安全隐患、统筹管
理资源、严管严查各个环节，不断提升工程渣
土消纳能力。要构建控违拆违的长效机制，
运用高科技手段强化日常的巡查监管。要着
力提升城市环境，利用数字化手段缓解停车
难问题、强化工程车管理、抓好市政绿化养

护、做精做雅城市面貌，切实打造符合萧山国
际化城区特色的城市环境品牌。

佟桂莉要求，城市管理工作要智慧赋
能。要深化智慧应用，分析利用好大数
据，寻找问题背后的原因和规律。要探索
与信用体系联动的机制，实现源头治理、
标本兼治。要拓展数字场景，创新数字手
段在市政、河道、亮灯等领域的应用，打造
具备萧山特色的智慧管理体系。

佟桂莉强调，城市管理工作要改革创
新，坚持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系统治理、
综合治理相结合，切实解决城市管理秩序
中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要构建大城

管格局，从教育引导、习惯养成、宣传舆
论、社会监督、执法处罚、系统共享等方面
同向发力、综合施策，构建城市管理秩序
共治共管格局。要抓好“一把扫帚”改革，
切实解决“一条道路不同区域，保洁主体
不统一、作业标准不一致”导致的卫生死
角、保洁盲区问题。要深化“最多跑一次”
改革，不断提升城市管理审批服务的便捷
度，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佟桂莉强调，在抓好城市管理的同
时，要加强队伍建设，增强队伍的归属感，
增强队伍的免疫力，增强队伍的执行力，
打造城市管理的铁军。

佟桂莉在区城管局调研时强调

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抓好城市精细化管理
助力萧山打造“重要窗口”示范样板

南阳街道潮都社区有个共享吧，本着“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
服务理念，为社区居民业主提供农用工具、生活工具、维修工具、头
盔借用等便民服务。 记者 范方斌 通讯员 张肖乐 金丽 摄

共享

宁围街道人才公寓“两网融合”回收服务点。

■记者姚潮龙

本报讯 昨日，我区召开政府数字化
转型暨城市大脑下半年建设任务推进
会。区委副书记、区长章登峰强调，要深
入贯彻习总书记考察杭州城市大脑时的
指示精神和省市委工作要求，认清形势、
咬定目标，攻坚克难、精准发力，全力推动
政府数字化转型，确保城市大脑全年各项
目标任务顺利完成，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
幸福感获得感。

区领导陈文良、罗林锋参加。
章登峰指出，要立足当下、着眼未来，

有效凝聚思想共识。面对时代新特征，干
部队伍必须强化数字思维，不断提高工作
的创新性、精准度和系统性；必须加快智
治型现代政府建设，适应新要求，运用新
方法，解决新问题；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强化落地应用，不断提高群众的获得

感。因此，当前的重点任务是推动政府数
字化转型、加快城市大脑建设，这既是巩
固提升萧山既有优势的现实需要、建设数
字治理第一区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亚运
保障服务水平的题中之义、优化完善萧山
营商环境的必然选择。

章登峰强调，要肯定成绩、正视问题，
客观分析工作现状。近年来，我区政府数
字化转型取得了积极成效，主要体现在基
础建设进一步夯实、亮点打造进一步呈
现、融合进程进一步加速、攻坚成效进一
步凸显四个方面，但同时也存在思想认识
仍需提高、顶层设计仍需优化、数据归集
仍需破解、考核排名仍需进位、数据安全
仍需加强等不足，要找准差距、精准发力，
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提质增效、走在前
列。

章登峰要求，要强化统筹、突出重点，
有效推进建设任务。要做好数据归集，强

化数据赋能，落实专人推动数据汇总归
集，积极探索数据共享模式，充分挖掘数
据资料价值；要建优城市大脑，强化平台
赋能，加强重点领域项目监管力度，加快
形成数据安全保障体系，打造富有萧山特
色的数字驾驶舱；要深化“互联网+”，强化
移动赋能，坚持推进政务服务“去中心化”
改革，不断推动“就近可办”“就近愿办”

“就近好办”，持续深化“移动办事”“移动
办公”之区建设；要聚焦目标任务，强化机
制赋能，对标对表、自我加压，压实责任、
分解任务，加强统筹、积极协调，推动各项
工作落地见效。

会议播放了杭州城市大脑“双月攻
坚”专题片；区政府数字化转型办公室传
达了省市工作要求、解读了相关考核办
法、部署了下阶段工作任务；区文旅局、卫
健局、城市管理局、人力社保局和国网萧
山区供电公司分别作交流发言。

章登峰在政府数字化转型暨城市大脑下半年建设任务推进会上强调

攻坚克难精准发力 全力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

■记者刘殿君通讯员张肖乐

本报讯 28 日 14时 30分，南阳
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斌将走进萧山网
直播间，与网友进行面对面交流，就
南阳“坚持亚运总牵引，奋力书写会
展新城建设精彩篇章”这一主题和大
家展开讨论，并解答网友疑问，听取
市民意见。

南阳作为东片地区起步较早的
一个老牌工业乡镇，传统工业较为发
达。早在上个世纪 80年代，南阳就
涌现出了一批萧山最早的个体户；上
世纪 90年代初，首个由镇街管辖的
省级经济开发区落户南阳；2007年，
南阳工业经济总产值首次突破 100
亿元。无数次的突破体现了南阳人
的创新精神、敢为人先的勇气。随着
萧山深度融杭以及高质量发展步伐
的逐步加快，南阳承接的区位优势越

来越明显，作为临空经济示范区的城
市核心区块，以及拥有 3.9 公里江岸
线的沿江新城，南阳迎来了历史发展
新机遇。为此，南阳将紧紧围绕区委

“三个年”活动要求，认识和把握当
前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面临的形势，审
时度势，奋发有为，拥抱新时代，把
握新机遇，以更高的起点、更好的标
准、更实的举措，全面推进会展新城
建设，为萧山高质量发展，打造“重
要窗口”示范样板作出南阳应有贡
献。

如果你对南阳“坚持亚运总牵
引，奋力书写会展新城建设精彩篇
章”有什么意见建议，今起欢迎登录
萧山网网络系列访谈专题及萧山日
报官微、萧山网官微留言。届时，网
络系列访谈活动将于 28 日 14 时 30
分在萧山网、手机萧山网、萧山发布
App直播。

28日 王斌做客萧山网对话网友

■记者靳林杰 通讯员吕念

本报讯 近日，杭州公布第二批公
园名录，243个公园被收录。萧山南江公
园、新安公园、道源绿点公园、江寺公园、
城河公园等16个公园上榜。数据显示，
2019年末，萧山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已达
38.6%。

在质量上，萧山的公园也有突破。
记者从区市政绿化养护保障中心了解
到，今年南江公园作为B类公园成为
2019年度杭州市区“最佳公园（景区）”，
全市仅两个公园获此殊荣。

家住南市花园的韩女士经常到南
江公园散步。她认为，南江公园最吸引
她的是季季不重样的花海。春天，南江
公园的郁金香总是出现在市民的朋友
圈；夏天，荷花、醉蝶花让人赏心悦目；
即将在秋天盛开的向日葵，也为城市增
添别样色彩；冬天，还会有一树树寒梅

傲立枝头。
江南园林风格的南江公园之所以

这样美，离不开一年年的改造提升。
2018年，我区重点对南江公园进行改
造提升，对花海进行换土处理，保留高
大乔木背景林，移除杂乱，对老化的地
被进行更新，大片整补开花小乔木，扩
大原有梅花林，增加菊花桃林景观，突
出南江公园的特色。根据南江公园的
地形和原样，还加强滨河游步道功能，
强化健身步道，设置了694m的健康
游步道，沿河设置健康指示标牌，成为
市民休闲放松的好地方。

除了南江公园，萧山不少公园也
在更新换代，逐渐变美。如今年刚刚
改造提升的城河公园，内部去除原有
沿路绿篱和大面积色块，适当造坡改
变积水现状，增加樱花、梅花、鸡爪
槭、桂花等花灌木和色叶树种，对入
口空间植物进行调整、铺装更新、花
坛更新等。在公园周边，围栏边上增
加藤本月季，新增游步道，更新坐凳、
垃圾桶等配套设施，梳理回澜南苑北
边绿地。

杭州公布第二批公园名录

萧山上榜16个 南江公园获“最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