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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记者 盛凤琴 通讯员 张婷 葛城城

近日，西湖先锋操作系统发布月终排
名，闻堰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取得街道级综
合评分排名前列好成绩，位列杭州市第二、
萧山区第一。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2021年已累计开展800多场活动，每天约
有三场活动。从开放至今，该党群服务中
心累计接待省内外参观考察团队90余批
次、4600 余人，组织展览、培训等活动
1200余场，服务超83万人次，大气的功能
空间、丰富的活动内容和周到的星级服务，
让它晋升成为闻堰的网红打卡点，深受党
员群众的喜爱。

家门口的图书馆
成为备考复习热门场馆

近日，记者来到闻堰街道党群服务中
心。拾级而上，进入大门，最吸引人眼球的
就是大厅右侧的“永兴城市”书房。

这家城市书房也是萧山区图书馆闻堰
分馆，被评上了杭州书房，馆内近4万册藏
书，不管是儿童类、育儿类，还是文学类读
物等都能在这里找到。除了丰富的读物
外，更吸引人的是这里安静的氛围，很多备
考人士会选择来这里学习。

杜先生就是其中之一。杜先生是萧山
一家外贸公司的负责人，今年准备考《消防
工程师》，他已经在这里打卡有段时间了。
他说：“这里不仅环境好，氛围也好，你看周
边很多人都是备考的，大家在一起学习，心
更能静下来。”

不要以为只有年轻人喜欢来，很多老
年人也喜欢来这里打卡。住在附近小区的
市民杨大伯也是这里的常客，他说：“除了
周一闭馆不来，其他时间我都要来这里待
上几个小时，在这里看书读报更舒服，看完
书还能在广场上散散步。”

据闻堰街道党群服务中心负责人介
绍，闻堰的这家“永兴城市”书房还是全区
首家“喜马拉雅”阅读线下服务点，市民扫

码就能免费收听，实现了线上线下、有声和
无声阅读相结合的模式，还引进了朗读厅，
让市民的阅读体验感更为丰富。

每天约三场活动
成为市民娱乐休闲的宝地

自2020年1月运营至今，闻堰街道党
群服务中心接待的人流量达到了83万人
次。丰富的阅读资源、创新的阅读方式以
及多元化的文化活动，满足了辖区居民的
阅读需求，为辖区居民打造了一个文化氛
围浓厚、文化功能齐全、文化品类丰富的服
务场所。

在党群服务中心拥有多个多功能教
室，每天两三场活动安排，让闻堰市民休闲
打卡多了一个好去处。采访当天正好是闻
堰街道成人书法社团的固定活动日，十多
名会员在书法老师韩勇潮的带领下练习书
法。据悉，该成人社团有学员20多名，很
多都是零基础的老年人，年纪最大的学员

已有76岁高龄。每个星期一节课，短短2
个多小时常常让学员感到意犹未尽。

除了成人毛笔外，闻堰党群服务中心
还设置了老年合唱、少儿中国舞、成人民族
舞、尤克里里、于东瑜伽、少儿主持等课
程。前段时间，闻堰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组
织开展了制作梅花酥的烘焙课、干花画框
的手工课、尤克里里弹唱《天空之城》等课
程。此外，党群服务中心还有专业的健身
场馆，经常举办健身活动，丰富闻堰百姓的
生活。

如今，随着生活水
平的提高，老百姓对文
化娱乐生活的需求日益
迫切，闻堰街道党群服
务中心正全力打造党员
群众愿意来、喜欢来、经
常来的“温馨家园”，努
力成为闻堰新地标，党
建新窗口。

一年800多场活动，累计服务83万多人次

闻堰党群服务中心变身文艺范 堪比网红打卡点

■首席记者 项亚琼 通讯员 萧分类

本报讯 小区垃圾分类工作开展得好
不好，物业管理是关键。为有效推进小区
垃圾分类工作，我区在对物业垃圾分类履
职情况监管方面铆足了劲，从执法手段和
管理模式两点切入，不断开拓新思路。

线上线下发力 督促物业企业履职

近日，宁围街道联合区综合行政执法
大队宁围中队成立专项检查组，对辖区内
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企业是否履行住宅小区
垃圾分类管理责任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
在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发现部分小区的
生活垃圾投放点存在如垃圾桶脏污（满
溢）、缺盖、标志标识不清的情况，由此凸显
出一部分物业对垃圾分类的管理职责尚不
明确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专项检查组向物业企
业详细地介绍了省、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中关于明确已聘请物业的住宅小区生活垃
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为物业服务企业的
相关条款，并对宁瑞名府、翡翠江南、新宁
大厦三个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依规定进行
了处罚。此外，联合检查组还对物业服务
企业开展了指导培训，并建立“新宁围垃圾
分类微信群”——涵盖辖区所有小区物业
服务企业。该信息群由专项检查组成员对
物业服务企业进行实时在线指导，及时帮
助其理顺管理机制，正确履行好垃圾分类
投放管理职责。经过近一个月的指导培
训，宁围街道小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情况
明显改观。

“红绿码”来管理 执法监督有力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联合区综
合行政执法大队开发区中队推出垃圾分类

“红黄绿码”制度，通过定期赋分、亮码、通
报等形式，对辖区内各物业服务企业进行
动态评分、及时监管，有序推动小区垃圾分

类工作。
方案实施以来，宝龙小区物业服务企

业已连续两个季度被评为“黄码”——垃圾
分类质量不高、集置点无人管理、地面有零
星垃圾……如何帮助该物业服务企业“转
码”，属地及中队下了一点功夫。

上个月，在执法中队实施了行政处罚
后，社区、执法中队、第三方服务企业多次
前往该物业，对该小区垃圾分类问题进行
沟通协调。目前，经审批，物业已在小区范
围内进行了新垃圾房建设，可以有效改善
垃圾分类不规范问题，实现定时定点投
放。而在垃圾房投入使用之前，物业也承
诺将履行好垃圾分类责任人职责，为小区
营造良好的分类环境。

物业服务企业是小区垃圾分类管理责
任人。我区各镇街联合相关职能部门，正
在逐步引领“政府监督指导、物业宣传管
理、居民人人参与”的垃圾分类良好风尚。

“管理+执法”双管齐下

我区推动物业在垃圾分类中履职尽责

近期，衙前镇乡贤馆建成开放，该馆位于凤凰村史馆南侧，馆内记载着乡贤名人事
迹，既有历代“先贤”的佳话，也有当下乡贤的事迹，以展示乡贤风采，弘扬乡贤文化，以
乡贤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养文明，培育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社会风尚。

首席记者 唐柯 通讯员 华兴桥 摄

衙前乡贤馆
建成开放

■首席记者 何可人 通讯员 高路

本报讯 近日，区农业综合行政执
法队重拳出击，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
为期六天的专项执法行动，全力保障
我区秋冬季农业生产安全和农产品质
量安全。

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畜牧业执
法中队针对辖区内动物养殖企业、动
物诊疗机构、饲料和兽药生产经营单
位开展检查及抽样，重点打击违法使
用禁用药物和非法添加物、兽药残留
超标等行为，共计检查生产经营单位
25家，抽检鸡肉、鸡蛋等样品5个，发
现违法线索3条，立案2起，下发责令
改正通知书1份。

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渔业执法

中队对辖区内水产养殖企业开展了质
量抽检，对养殖企业的生产记录、用药
记录和销售记录建立情况，养殖户药
品仓库和饲料仓库是否存放违禁药物
等开展检查，共计检查养殖单位6家，
抽检甲鱼3批次，未发现相关问题；同
期还开展了秋季打击非法捕捞行动，
查处案件5起，收缴电捕器具5套，罚
没款8000元。

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农机执法
中队结合保障秋收冬种工作，对85家
农机经营单位的农机销售台账、农机产
品质量、农机销售企业和农机维修人员
资质等进行专项执法检查，并全面排查
农机专业合作社烘干机安全使用状况、
消防设备配置和安全用电等安全隐患，
保障秋收冬种的安全生产工作。

重拳出击 护航“三农”

■记者 刘殿君 通讯员 金城

本报讯 今年以来，南阳街道贯彻
落实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以水
清、岸绿、景美为目标，积极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打好治水
组合拳，努力提升辖区水环境治理水
平。“五水共治”开展以来，南阳街道一
直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重点工作来
抓。

在持续做好河道保洁和清脏清障
工作中，该街道动员村社共同开展五
水共治“找寻查挖”专项行动，号召网
格员、保洁员等社会各力量进行领域
摸查、河道清淤和环境整治等措施，实
现从“里子”到“面子”的全面治理。

截至10月底，该街道累计清理河
道垃圾720.9吨、收缴地笼等捕鱼工具
1945件、整治河岸与村级小微水体点
位2560处。同时南阳街道全力推进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建设，实现

农户雨污水全分流，目前10个纳入治
理的行政村施工已全面铺开。

此外，南阳横河美丽河道（二期）
和美丽池塘建设工程正在有序施工，
通过整治修砌改善水域环境，提升广
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该街
道积极衔接基层治理网格化管理新模
式，通过电子屏播放宣传视频、广场活
动以及网格员入户宣传等多种形式，
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全民护水、河长
制等工作加强宣传力度，落实分管责
任，进一步提高老百姓对“五水共治”
的知晓度和参与度。在今年开展的两
次区“五水共治”工作群众满意度调查
中，该街道均位列总得分第一。

据介绍，下一步，南阳街道将继续
强化源头管控和隐患治理，结合“人
防+物防+技防”，深入开展“五水共治”
找寻查挖专项行动，打造好美丽河道
和美丽池塘，推动全街道“五水共治”
常态化、高效化、持续化。

南阳从“里子”到“面子”推进“五水共治”

■记者 周珂 通讯员 赵致远王新江

本报讯 “双十一”前后，快递包装
数量激增。无论是为了保证商品在运输
途中不受损伤而被层层叠叠的气泡袋、
泡沫板包裹起来的快递包装，还是为了
提升产品附加值而设计的豪华包装盒，
不可避免将产生大量的快递垃圾。

楼塔镇多个村社充分发挥主动
性，将快递垃圾的分类管理做在前，带
领村民打响这场“特殊节日”的垃圾分
类保卫战。

上周末，大同二村专管员章美萍组
织村里的垃圾分类志愿者上门开展“双
十一”快递垃圾处理专项宣传行动，还
有不少小朋友也加入了志愿队伍。他
们穿上红背心，跟着志愿者们一同敲开
村民家的门，协助正确分类，提前做好

应对“双十一”快递垃圾的准备工作。
大同二村余元坞的一位小朋友说，“往
年妈妈买了东西以后，我只知道纸箱子
是可回收物，其他剩下的快递垃圾，家
里都是一股脑扔到其他垃圾里去的。
今年村里的阿姨特意上门教过，我已经
知道了泡沫、塑料膜、缓冲气泡袋或空
气柱都是可以回收的。”

楼英村则从11月1日起，持续开
展了多场“绿色双十一资源回收活
动”，只要村民们把家中的快递纸箱、
泡沫箱、塑料膜等快递垃圾分门别类，
等待再生资源收集员上门抑或是自己
送到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就可以参与
积分兑换奖品。

近期，楼塔镇其余村社也将通过
各种形式推进“双十一”垃圾分类宣传
工作，提醒大家正确做好分类。

■记者 杨圆圆 通讯员 王军良

本报讯 11月12日，位于河上镇
的杭州萧山红旗摩擦材料有限公司与
采埃孚合力传动技术（合肥）有限公司
签订战略协议。据介绍，这标志着萧
企将牵手世界500强采埃孚，国产摩
擦材料有望进入全球顶尖的工业车辆
配套体系。

杭州萧山红旗摩擦材料有限公司
是一家集研究开发、生产制造、销售服
务于一体的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
企业，服务于工程机械、农业机械、汽
车工业、煤矿机械、船舶工业以及特种
车辆等各大工业传动领域。目前，红
旗一期的工业投资、设备改造等项目
已达2亿元，今年将实现年产值3亿
元。到年底规划年产2000万件摩擦
片的新工厂即将完成交付。

采埃孚位于德国，成立于 1915
年，是一家世界500强公司，也是全球
领先的传动系统、悬挂系统和车桥系
统供应商。2020年该集团实现营业收
入约326亿欧元，每年销售收入的8%
用于研发和技术研究，在汽车、工业技
术等传动系统领域有着百年的技术积
累和创新实践。

据介绍，红旗摩擦材料有限公司
与采埃孚合力传动技术（合肥）有限公
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后，双方将加强
中国市场本土化合作，并使得来自萧

山的产品在采埃孚的全球供应链体系
落地生根，寻找到可持续发展的路
径。接下来，红旗摩擦将围绕“碳达
峰、碳中和”要求，通过自主创新，研究
开发新产品，为中国工业车辆高端传
统系统发展保驾护航。

萧山作为汽车零部件产业基地，
区域内拥有包括万向集团、浙江亚太
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等在内的大量专业
零部件生产厂家，已从发展单一汽车
零部件产业，“变身”成由整车、核心零
部件、动力电池、充电设施、轻量化材
料、汽车服务等组成的系统且完整的
汽车制造产业链。

红旗摩擦作为河上新材料领域第
一梯队企业，一直走在创新发展的最
前沿，早在2018年就建立博士后工作
站，同时还建有浙江省高新技术研发
中心、浙江省红旗摩擦材料研究院、浙
江省企业技术中心等研发机构，红旗
以国家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碳减
排技术等重点领域的发展为导向，围
绕“碳达峰、碳中和”要求，打造新材料
产业、引导企业低碳生产，推动能量利
用，提高能源综合利用和产出率。通
过自主创新，研究开发新产品，高效环
保电动叉车和内燃叉车项目研发成
功，将为国内外提供内燃、电动叉车系
列不同吨位的摩擦片产品，年新增产
值收入1000万元，争取三年内新增销
售收入4500万元以上。

红旗摩擦牵手世界五百强

楼塔倡导绿色“双十一”分类助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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