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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
“三个全域”建设 争当新时代发展排头兵

试点区块分类正确率 95% 垃圾减量达到 20%

乔司街道永西村
“一二三四”
助推垃圾分类
（记者 范建荣 通讯员 林贤琴）
乔司街道永西村 5 组是垃圾分类试点
小组。半个月前，该小组日产生垃圾约
在 5.5 吨，试点工作推进后，试点区块垃
圾分类参与率 100%，分类正确率 95%，
日收集厨余垃圾 1.2 吨左右，垃圾减量
达到 20%。
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成效，永西村
是如何做到的呢？秘诀就是垃圾分类
“一二三四”工作法，即一个分类标准、
二个宣传阵地、三色工作法、四支队伍。
坚持一个分类标准。以市区、街道
工作要求作为标准，向村民发放《告全
体村民的一封信》，各组张贴一张宣传
海报，开展一次户长宣传培训，进行一

次入户培训，形成“1+1+1+X”模式，让
新老居民掌握并能熟练运用分类知识。
开辟两个宣传阵地。运用线上广
泛宣传和线下入户宣传两个方式。线
上充分利用《永西村报》和“幸福永西”
微信公众号，形成分类宣传全覆盖网
络；线下由物业、村工作人员一起上门，
对新老居开展一对一、面对面入户工
作，告知分类意义、如何分类、如何投放
等。同时建立并形成“入户宣讲—督导
—反馈分类结果—有针对性指导”的宣
讲闭环机制，提高宣教成效。
采取三种操作方法。首先建立“红
黄绿”三色工作法，提高分类宣传针对
性。根据居民对垃圾分类工作的支持

程度，将居民分为绿色（支持配合）、黄
色（犹豫不定）和红色（反对不配合）三
种类型。巩固发动绿色居民参与分类
宣传，争取黄色居民转变为绿色，对红
色居民开展逐个宣传重点突破。目前，
永西村已逐步形成了具有针对性和可
操作性的“红黄绿”特色做法。其次是
开展可回收物积分兑换，提高居民分类
参与积极性，受到广泛好评。此外，开
展各类宣传活动，利用小手拉大手、趣
味垃圾分类游戏等活动，带动家庭参与
分类并定期开展交流评比，督促家庭参
与分类，
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建立四支志愿队伍。垃圾分类工
作涉及千家万户，
要从家庭、
商家等源头

抓起，全民参与更是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的关键。为让新老居民更好掌握垃圾分
类知识，
永西村充分发挥党员、
巾帼志愿
者、
红领巾队伍、
文明劝导员四支队伍力
量，积极发挥他们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的
示范引领作用。如：由村妇联发动巾帼
志愿者队伍，
上门发放倡议书，
针对个别
垃圾分类准确率不高的家庭，村文明劝
导员队伍利用夜间休息时间，开展一对
一、
面对面的入户宣教和指导，
提升垃圾
分类的参与率与正确率。
下一步，永西村将按照预定工作方
案，继续深化“一二三四”工作方法，以
网格为责任单位，成熟一个网格推进一
个网格，
确保垃圾分类工作圆满完成。

垃圾分类知多少
竞赛场上比一比
本报讯 （记者 陈书恒 通讯员 耿
玲菊 唐恺炅） 昨日，南苑街道总工会
组织开展垃圾分类趣味竞赛，来自街道
各社区和 5 家企业的 31 支基层工会队
伍共 150 余名职工参加了此次活动。
垃圾分类有利于居民生活环境的
改善与资源的再生利用，为了进一步强
化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提升广大职工的
垃圾分类意识与参与积极性，街道总工
会特别设置了“垃圾精准清运”与“套对
垃圾”两个比赛环节，既考验了队员们
的运动能力，也融入了许多垃圾分类的
相关知识。最终，洋头坝社区联合工会
与理想国际控股集团工会联合委员会
获得此次比赛的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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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好
“一三五”深化
“三服务”

产融对接
破解企业融资难题

本报讯 （记者 王瑜薇）“作为一个初创企
业，资金短缺是公司创业期间遇到的最大问题。”
杭州利富豪公司副总经理黄彬权告诉记者，眼下
正在为利富豪科技的厂区用地、设备购买筹集资
金。据了解，利富豪科技主营业务为智能快递
柜，眼下正面临着基建、生产资金缺乏的困境。
黄彬权告诉记者，
“ 公司主营业务属于高新技术
产品，眼下一台设备成本投放就要上百万，用地
资金缺口已达 1500 万元。”
日前，黄彬权从区金控集团旗下杭州产融公
司等单位举办的区金融服务超市产品与政策解
读会上了解到，初创公司可以通过余杭区天使梦
想基金、让利性股权基金、转贷、担保获得低成本
的资金支持，这让他看到了前方的曙光。
当天，近 200 余名企业高管、投资人，就余杭
区产业投资引导基金、余杭区天使梦想基金、余
杭区让利性股权投资引导基金等进行交流探
讨。据了解，我区中小微企业数量大，不少企业
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为有效解决中小企业发展中遇到的瓶颈，我
区充分运用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区天使梦想基
金、区让利性股权投资引导基金帮助企业解决困
惑。产业投资引导基金主要面向符合区产业政
策以及相关产业发展规划，所处领域应具备良好
的产业基础条件，有一定的人才、技术、项目储备
的企业，经过评审和尽调后最高可获得 1000 万元
投资金额。区天使梦想基金采取“资助+期权+激
励”的运作模式，面向初创型企业，在通过所属平
台评审后经过尽职调查，可获得 30 万、80 万、150
万元资金支持，甚至“一企一策”的资金支持。区
让利性股权投资引导基金面向区注册设立，符合
要求的初创企业和成熟企业，经专家评审及尽职
调查后，最高可获得 2000 万元的让利性股权投
资。
政策解读会的举办，是杭州产融服务余杭区
企业的第一步，不仅提供了创新金融服务，实现
了信息互通，也实现了产融对接，为我区企业宏
观战略引导、微观创业辅导、深度资源对接、牵手
价值投资等发挥了作用。
下一步，杭州产融将以资本为纽带，推动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引进培育，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
升级，推动科创高地产业生态完善，为推动我区
企业数字化转型，
高质量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上门宣传入脑入心 各项措施环环紧扣

余杭街道上湖村打出垃圾分类
“组合拳”
（通讯员 金昌才 记者 张孝东）
笃笃笃……4 月 10 日傍晚，余杭街道上
湖村林山组刚烧好晚饭的徐大姐听见
一阵敲门声，开门进来的是该村的妇女
组长叶爱莲。
“ 我来帮你看下垃圾分类
情况，你抽空看看这个宣传册。”叶爱莲
递过宣传册，拉家常式地向徐大姐进行
垃圾分类宣传。
近期，上湖村广泛开展以“垃圾分
类，人人有责”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为
主题的垃圾分类宣传，充分调动村民分
类投放垃圾的积极性，打出了一套垃圾
分类的
“组合拳”。
日前，上湖村成立了由 22 名志愿
者组成的垃圾分类宣传队。从 4 月 10

日开始，用一个月的时间，挨家挨户到
全村 1000 多户村民家中发放垃圾分类
宣传册、庭院整治考核办法和“三个全
域”倡议书，并进入各家各户的厨房、客
厅等摆有垃圾桶的地方，翻看垃圾分类
情况。宣传队还会手把手地教村民怎
样进行垃圾分类，听取村民们的意见和
建议，并为辖区住户建立一户一档的垃
圾分类家庭档案。
“当宣传队员现场演示，将错误的
垃圾重新分类时，好多村民深有感触，
之前一些不理解的村民也积极配合
起来。”该村负责垃圾分类工作的工作
人员梁惠珍很有感触，
“ 考虑到厨余垃
圾成分的复杂性，接下去我们还需要进

一步地加强指导。”
梁惠珍说道。
提升广大村民的参与率和投放正
确率，是做好垃圾分类工作的关键。今
年，上湖村以“垃圾分类”
“庭院整治”为
抓手，以建立长期有效管理考核机制、
倡导文明健康生活习惯为中心，统一部
署、全面发动、全民参与、全面推进，确
保家家做好垃圾分类，户户达到庭院美
丽。
除此之外，上湖村还特别召开由各
组男、女组长和村民代表参加的垃圾分
类推进会，邀请专业人士进行垃圾分类
培训。同时，该村决定对收集和运输的
保洁公司重新进行招投标，并在山坳拟
建一个垃圾分拣集置点，方便分拣。

为了督促村民垃圾分类，上湖村制
定了一整套详细的奖惩方案，确定了组
级自查、交叉互查、村里督查的“三查”
制度，以网格为单位，形成由网格长带
队，网格员、组长、女组长、代表组成的 6
支考核督查小组，每季开展一次现场评
分考核，对连续 3 个月达标的农户进行
物质奖励，对于优秀的农户和村民小
组，年终将给予奖励。
“垃圾分类是一项系统工程、民生
工程，我们有义务做好前端的垃圾分
类、中端的垃圾收集和运输，做到环环
紧 扣 ，将 垃 圾 变 废 为 宝 ，实 现 全 域 美
丽。”
上湖村党委书记沈渭荣对记者说。

塘栖完成春季查螺工作
排查 23450 平方米 未发现有钉螺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陆 瑛 柴 媛 媛 记 者 陈
坚） 近日，塘栖镇顺利完成超山陈家洋高危螺点
集中区域的排查工作，未发现有钉螺踪迹。
据悉，本次春季查螺共出动 80 名查螺员，投
入 60 工时，查螺面积达 23450 平方米，总查螺框
数 2660 框。
前期，区中医院塘栖分院制订了该镇 2019 年
度春季查灭螺工作计划，成立查、灭螺技术指导
小组和工作小组，同时开展相关宣传。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组织血防预防人员和各村查螺员举办
了查螺灭螺培训班，学习相关技术，之后于 4 月 10
日全面开展查、灭螺工作。
接下来，查螺小组将根据螺情普查情况，认
真做好灭蚴、血防健康教育及急性血吸虫病控制
工作，防止疫情暴发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