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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街道
“美丽杭州”
创建系列报道

环境整治与乡村融合发展

“脱胎换骨”的宵井村
绘就新时代美丽乡村新画卷

村庄整洁、村民和谐”的“生态人文新宵井”奠定了
扎实的基础。

项目引领，拆建并进

环境向好，发展提速

去年，宵井村被评为浙江省 AAA 级景区村
庄。景区村庄的创建让宵井村人居环境有了质的
提升，让传统文化得到了有效宣传，乡村经济逐步
增长，百姓生活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提升。同时，
还吸引了 90 余家单位的党组织参观团前来学习。
“过去的一年，宵井村强党建、美环境、谋发
展，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收获满满的一年。”宵
井村党委书记赖新明说，去年，全村完成附房拆整
面积 9636 平方米，为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腾出了
空间。
宵井村新时代美丽乡村项目下设 15 个子项
目，涉及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套、环境综合
整治、节点建设、产业培育、线路归并及整理、标识
标牌等方面。随着项目的不断推进，宵井村还利
用腾出的空间，新增口袋公园 4 个、3A 级公厕一
座、停车场多处、路灯 390 盏。本月，15 个子项目
将全部完工。
同时，宵井村还完成了村内道路硬化 20 多公
里、黄泥塘美丽庭院区级大比武、全区垃圾分类推
进、抗日阵亡将士陵园二期工程政策处理、宵井村
上台门甘塘环境整治项目、
“非粮化”清退 137.9 亩
等工作，为打造“村容美丽、村强民富、村风文明、

■鹿山社区

启动
“月末周五大扫除”
专项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 朱咏真）今年 3 月开始，
鹿山社区以“国卫复评”迎检、
“ 美丽杭州”创
建为契机，在抓好环境卫生常态保洁的同时，
启动“月末周五大扫除”专项行动，每月最后
一天和每周五下午，发动辖区单位、党员干
部、居民群众等开展环境卫生大扫除，改变了
以往环境整治活动的随机性，定时和长效使
行动更具持续性和实效性，专项行动开始至
今已在月末和周五定时开展大扫除 5 场次，
参与人数达 150 余人，不仅提升了社区环境
面貌，更在居民中营造“人人动手，建设家园”
的良好氛围。

记者 倪华华 王小奇
通讯员 蒋平凡 王彩儿 实习生 蒋怡
西复线“富春西”出入口，一派美丽乡村景象，
村庄整洁，环境优美，不远处的杭派民居令人好生
羡慕，这里就是富春街道宵井村。
这几年，这个小村庄发生着巨变，从村里没有
一条像样的道路，到全村任何一个小弄堂都铺设
柏油路；从后进村到各级单位组团学习的典范；不
断地开展环境整治，让宵井村“脱胎换骨”。
今年 3 月以来，宵井村坚持党建引领，深入推
进“美丽杭州”创建、垃圾分类、环境整治等工作，
高水平打造新时代美丽乡村，成效显著，机制完
善。

新闻集束

■东山社区

今年为加快“美丽杭州”创建，宵井村在党建
引领下，坚持工作讲规矩，责任层层落实，在保证
生态环境优势持续有效的同时，不断把生态环境
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3 月底，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富春街道宵井村
有针对性地曝光未整改的卫生盲点、死角，利用
“红黑榜”
，加大宣传力度。
3 月 15 日，宵井村结合党员固定主题党日活
动，通过 PPT 的形式曝光全村脏乱差区块，点名道
姓，让全体党员红红脸、出出汗。
同时，宵井村村干部、网格员、村监督委员会
组团摸排，边调查边记录，共发现 150 多个卫生盲
点、死角，列成清单。清单下发后，村干部根据自
己的责任片区认领，
再进行整改、美化。
“为了让环境卫生的整改落到实处，长期行之
有效，我们还坚持在每月的党员固定主题党日以
及党史学习教育中，不断曝光，加大环境整治的决
心。”
赖新明说。
此外，为规范务工管理，提升保洁质量，减少
保洁成本，
宵井村坚持卫生保洁常态化。
目前，宵井村每个自然村配有 1 名保洁员，要
求保洁员统一服装、佩戴胸牌，做到定人定岗定区

块，亮人亮牌亮身份。这样一来，保洁员的工作不
仅受村里的考核规范，
更受到村民的监督。
赖新明说：
“我们不搞应付式、突击式卫生，靠
的是制度约束，靠的是村干部党员带头执行，靠的
是全体村民自觉提升环境。”
他表示，整治环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发展美
丽经济。接下来，宵井村村支两委将本着“听党
话、跟党走、重实干、敢作为、会发展、善服务、讲公
道、守规矩”的工作理念，带领一群人、办好一件
事、连成一条心、携手一起拼，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论，真正把宵井的绿水青山变成金山
银山。
去年年底，宵井村 59 栋杭派民居顺利分房，目
前大部分都在装修当中，宵井村打算利用这些杭
派民居，鼓励村民发展精品民宿，目前有意向做民
宿的有 20 家左右。同时，大力发展特色种植和休
闲旅游业，创建采摘一条龙的休闲基地，为集体和
村民创收。
此外，宵井村还将对下台门郁达夫原配夫人
孙荃老宅进行修复、将弘一古道串点成线；完成杭
派民居农博馆装修项目，实现杭派民居景区化建
设；建成抗日阵亡将士陵园二期；增设多处停车场
及智慧配套设施完善；全村 5000 平方米绿化再提
升；修建大青溪宵井段长 2 公里两侧的灯光、绿化
及生态游步道等。

集中整治汪家村环境卫生
本报讯（通讯员 蒋颖）为了更好地迎接
“国卫复评”
“ 美丽杭州”创建，虎山股份经济
合作社联合东山社区，对汪家村房前屋后开
展集中整治。汪家村是虎山股份股东的农居
点，家家户户都有种菜和腌菜的习惯，房前屋
后堆满了杂物和种菜的工具，使汪家村看起
来表面干净，但近看一片“脏乱差”景象。针
对这一情况，虎山股份经济合作社联合东山
社区开展房前屋后集中整治，共清理出 8 大
车杂物和各种堆积物，基本达到了整治目的，
还居民一个干净整洁的家园。

■秋月社区

开展小餐饮店集中整治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 黄晓波）为切实做好“国
卫复评”迎检工作，助力“美丽杭州”创建，秋
月社区持续发力，4 月 3 日联合区城管执法大
队，对社区内小餐饮店进行集中整治，清理小
餐饮店造成的油污等污渍，还居民一个干净
卫生安全的生活环境。
此外，在日常的巡防过程中，秋月社区平
安巡防队员对社区内私搭乱接、电瓶车乱停
放、垃圾随意丢在门口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
导和整改，为社区的环境卫生贡献自己的力
量。

■镬子山社区

清理绿化带里的
“小菜园”

江滨社区

念好
“三字经”，奋力践行垃圾分类新高度
记者 倪华华 通讯员 蒋平凡 徐菲南 实习生 蒋怡
江滨社区坐落于富春江畔，绿树成荫、草木葱
茏，看见青山、闻到花香，有天河富春湾、春江花
园、山水华庭、天河花苑、春江花月 5 个封闭式物
业小区。其中，山水华庭、春江花园小区已成功创
建杭州市垃圾分类示范小区。江滨社区通过层层
发动、寻根破源、规置整合、联办协办，念好“定、
硬、软”三字经，奋力践行垃圾分类新高度。

定物业考核制度，定网格管理制度
社区召开大党委、业委会、物业、居民等多方
会议，商议和健全物业垃圾分类考核机制，规范奖
惩制度。明确要求将垃圾分类投放纳入物业服务
合同，根据物业的日常管理、规范投放、台账建立、
宣传培训、整改情况、暗访红黑榜等进行排名通
报，并落实奖惩制度。
同时，细化各网格垃圾分类职责，落实巡查、
监督、指导以及反馈制度。规定社区工作人员每
周至少 3 次、网格员每天对所在小区的垃圾分类
进行检查，志愿者每天对小区进行巡查，每月各网
格进行一次交叉检查，并记录投放情况，对存在问
题以整改单的形式反馈至物业，这也成为物业排
名考核的依据之一。

硬件要硬队伍过硬
2019 年以来，江滨社区垃圾投放点位从原有

的 103 个减少至 6 个，完成了杂色桶清零及桶标更
新工作，垃圾桶颜色及桶标正确为 100%，改造建
设特殊垃圾临时堆放点 5 个，建设再生资源回收
点 5 个。
建好 3 支队伍。7 名垃圾专管员，由物业严格
按照招聘标准进行人员准入、培训和考核；建立以
社区党员、网格员、楼道长为主的宣传指导员队
伍，分片宣传垃圾分类知识、指导居民做好源头分
类；建立由社区工作人员、小区居民等联合的监督
队伍，对垃圾分类工作进行监督，发现问题及时反
馈并通报。

办事有温度，
让垃圾分类自觉成为习惯
重民意，促凝聚，取信于民。对于投放点的选
址，充分发挥大党委作用，依托“党员+居民骨干”
队伍，逐一入户广泛征求居民意见。根据居民诉
求不同分门别类建立“清单”，采取个别约谈、实地
访谈等形式，优化选址方案，化解矛盾。关心关爱
垃圾分类专管员，他们任务艰巨，是推进垃圾分类
的主力军之一，维护着居民生活的正常运转。江
滨社区在注重专管员考核的同时，特别注重加强
这支队伍的凝聚力，通过慰问、谈心、了解生活所
需等方式，
让他们切实感受到社区“家”
的温度。
重宣传，广覆盖，推动民行。依托建好的纵向
组织体系，利用晚上、双休日和节假日等，入户指
导垃圾分类 6000 余次，耐心细心、苦口婆心，用热
心感染住户、用诚心换来住户的配合，达成垃圾分

类共识。践行垃圾分类“AB”岗，A 岗为固定岗，由
小区垃圾分类专管员担任；B 岗为流动岗，由小区
志愿者担任。每天早晚在投放点进行桶边督导，
一旦发现有错，立即现场示范、予以改进。社区创
新垃圾分类宣传方式，组织开展“垃圾分类我先
行、争做时尚新达人”
“一路邻里手牵手、垃圾分类
齐步走”等寓教于乐的宣传活动，让居民在活动中
掌握垃圾分类的正确方法。
作为“富春智联”试点单位，江滨社区一直在
思考如何将垃圾分类与之更好结合。社区招募
“小区监督员”，鼓励居民在“富春智联”平台实名
曝光垃圾分类不到位现象，共处理案件 3500 余
件。依据“小区监督员”提供的情况，社区在第一
时间进行“一对一”
整改，
效果明显。
今年，
“ 富春智联”系统平台上线了垃圾分类
回收服务，居民可以通过小程序，在线上预约家电
回收、大件垃圾回收等上门服务，完成回收订单
后，可获得蚂蚁森林力量、环保积分和回收资金，
平台的用“活”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居民的自觉参
与度。
社区党委书记陆丽霞说，正是念好了这“三字
经”，制度先行，软硬兼施，社区居民垃圾分类成效
显著，分类已逐步成为一种自觉、一种习惯，理念
深入人心，正确率由原来的 30%多上升到了 98%，
让江滨社区的垃圾分类工作也更有力度更有温度
更有智慧，
极大地助力了“美丽杭州”
创建。

百合社区

垃圾分类齐同行 引领绿色新时尚
记者 倪华华 通讯员 蒋平凡 周宝怀 实习生 蒋怡
位于城郊结合部的百合社区，以经济适用房、
廉租房和公租房为主，现有 3 个封闭式小区，清风
泰安苑东区、清风泰安苑西区、百合新城，一个开
放式小区和供销商贸城。有住户 3723 户，常住人
口 8616 人，商户 200 余家，居住人群杂，老年人居
多，管理难度大。在开展垃圾分类前，居民垃圾分
类意识薄弱，
存在垃圾乱堆乱放现象。
社区以百合新城小区为试点，通过以点带面，
逐步推进。提出“1+X”的工作理念，以社区工作
人员为组长，责任到人、包干到组，由垃圾分类专
管员+物业楼道管理员+党员楼道包干员（兼职楼

道长）+垃圾分类专业指导员+居民志愿者等，责
任到人，包干到组，上门开展面对面交流，手把手
指导，同时联合辖区单位开展垃圾分类系列活动，
定期组织辖区物业公司召开垃圾分类专题会议。
通过“撤桶并点”、集中攻坚、定时定点三个阶
段，坚持“自治、智能、志愿”，让人人“动起来”，让
垃圾分类潜移默化地成为居民的生活日常。
社区内新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亭 8 座，增设
智能垃圾回收箱、垃圾袋发放机、旧衣回收箱等 25
处，建立再生资源回收站 4 处，特殊垃圾堆放点 5
个。创新“互联网+”模式，与回收公司建立信息化
平台，实现对可回收物线上预约、线下回收同步进
行。联合社区内商超建立积分兑换点，鼓励居民

正确垃圾分类，激发老年人跟上垃圾分类的潮流，
做到人人参与。
同时，按照成功一个再推一个的模式，将原先
86 个垃圾投放点缩减至 8 个集中投放点，全面提
升了住宅小区整体环境和生活质量。
百合社区以大党委制为依托，积极开展垃圾
分类志愿服务活动，充分发挥党建共建单位、辖区
党员志愿者的先锋模范作用。
去年 6 月，百合新城小区成立了富阳区首个
住宅小区妇联组织，以巾帼志愿服务为载体，深入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和督查活动，助力社区垃圾分
类工作，实现党建引领治理和垃圾分类工作之间
的双向促进，
为“美丽杭州”
创建打下坚实基础。

本报讯（通讯员 许晓芬）本月是第 33 个
爱国卫生月，镬子山社区联合妇联代表持续
开展环境卫生整治，为美丽加分，助力“美丽
杭州”创建。本次行动重点解决绿化带前期
遗留的“小菜园”、楼道堆积物、机动车和非机
动车停放、垃圾分类及清运等问题。活动中，
社区妇联代表们全力以赴，攻坚克难，在一次
一次的悉心劝导下，社区居民也增强了公共
卫生意思，配合度逐渐提高，更多居民主动清
理起自己的“小菜园”，还小区一片完整的公
共绿化空间。

■虎山社区

“1+4”
管理模式助力环境提升
本报讯（通讯员 李婷）近日，虎山社区持
续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助力“美丽杭州”创
建。社区坚持网格化管理，依托辖区 5 个网
格，排查问题，处理问题，制定“1+4”管理模
式，社区统筹推进，安排专员进行“每日清
查”，联合部门、股份、物业、保洁等开展日常
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在网格排查的基础上，
社区联合虎山股份对开放式小区、虎山路、北
堤北路、安居路、孙权路等开展了连续 4 天的
集中整治，主要针对垃圾分类点、楼道堆积
物、电瓶车私拉乱接、卫生死角等进行整治，
确保以最好的状态迎检“国卫复评”。

■桃源社区

开展垃圾分类质量提升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宣晓婷）近日，桃源社区
组织志愿者、物业一起开展垃圾分类专项质
量提升活动。在投放时间点，指导、督促居民
提升垃圾分类质量，对于一些已经投放错误
垃圾进行二次分类挑拣，确保桶内垃圾分类
正确。非投放时间，在定时定点岗亭安排志
愿者，引导和劝阻来投放垃圾的居民。经过
两天的集中整治，垃圾分类质量有一定的提
升，
特殊垃圾点位也较规范。

■江滨社区

小区物业持续开展环境卫生整治
本报讯（通讯员 徐菲南）为切实做好“国
卫复评”迎检，助力“美丽杭州”建设，全面提
升江滨社区环境卫生面貌，近日，在网格长、
网格员的带领下，辖区内 5 个小区物业持续
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天河花苑小区和天河富
春湾小区着重开展绿化带整治、下水道清淤
和楼道堆积物开展卫生整治，确保小区内楼
道整洁、无污水满溢现象。山水华庭小区物
业主要针对房前屋后、绿化带进行了清理。
春江花园小区主要针对小区内楼道堆积物进
行了整治。春江花月小区物业则对小区内绿
化带进行了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