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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 詹有天）三个
月前，鸬鸟集镇和太平集镇的垃圾分类
被通报批评；三个月后，两个集镇的垃
圾分类参与率从 30%提升至 100%，准
确率从 30%提升至 82%……这一份成
绩单背后，离不开余杭区圆心社会组织
在垃圾分类行动中的保驾护航。

自今年 5月以来，圆心社会组织作
为鸬鸟镇地方社会组织，主动加入到垃
圾分类推进工作，根据地方特色，制定

“强宣传、比赶超、开眼界、硬队伍、奖先
进”垃圾分类五步曲，通过 6名组织成
员，发动集镇近 50名志愿者，做到人人
参与、人人培训，充分调动集镇居民参

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一周一次检查、一周一次圆桌会宣

讲、一月一评垃圾分类优劣、一季度一
次纠错队伍培训……圆心社会组织利
用近三个月时间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
仗。如今，太平菜场和老政府公示栏里
详细地展示着每家每户的垃圾分类情
况，集镇居民参与氛围浓厚。

为了真正给居民们起到警示作用，
圆心社会组织更是狠下决心唱“黑脸”，
在与村社开展垃圾分类评比活动期间，
严格按照公示制度在黑榜上“指名道
姓”。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普及，居民
的参与率与投放准确率明显提升。组

织负责人表示，“分类困难户依然存在，
或是不理解，或是不配合，我们不怕得
罪人，除了张榜公示，接下去还要通过
道德评判机制或行政执法力量跟进采
取制约措施，以更坚决的手段推进垃圾
分类工作。”

“刚开始很多居民垃圾投放不准
确，还有些居民不配合，我们便挨家挨
户地上门宣传。”60多岁的毛仙娣是鸬
鸟集镇居民，也是一名垃圾分类宣传
员，除了入户宣讲，她还作为党员代表
积极带动身边的住户做好垃圾分类。

“用过的餐巾纸放入黄桶，剩菜剩
饭放入绿桶，但大骨头等不易腐烂的属

于其他垃圾，要放入黄桶。”谈起垃圾分
类，集镇居民凌羽说得头头是道。“看到
大家都开始用心地做好垃圾分类，我们
很感动。在家里把垃圾分好，其实只需
花几分钟，但这不仅能保护生态环境，
也大大减少了他人的工作量。”

圆心社会组织还会定期组织垃圾
分类主题宣传活动，每月集中培训，开
展入户演示等现场教学，周而复始、循
环滚动式地推进垃圾分类深入民心。
同时，积极开展阶段性工作经验总结，
扬长避短、不断完善，努力打造好复制、
可推广、能持续的垃圾分类新模式，力
争实现居民垃圾分类准确率达100%。

鸬鸟、太平集镇垃圾分类参与率从30%提升至100%
“圆心”聚民心 三个月垃圾分类大变样

本报讯（通讯员 金昌才 记者 张
孝东）日前，余杭街道上湖与竹园两村
开展垃圾分类交叉检查考评，统一身着
红马甲的检查人员，有的手戴皮手套，
有的手拿铁钳，逐家逐户地翻看垃圾桶
进行现场考评。两个村通过交叉检查
考评的方法，互相借鉴、互相取经。

上湖与竹园两个村农户规模、地理
位置、村民生活方式基本相同，都制定
了每月进行一次垃圾分类集中检查考
评，经过两村商定，为避免在检查中走
过场、留情面等现象的发生，实施村民
生活垃圾分类交叉检查评定方式，即互

派女组长、志愿者到对方村开展检查考
评。对于垃圾分类不合格的，检查考评
方拍照留档，并在备注栏中注明原因，
同时及时告知并劝导整改。考评分为
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档次，结
果作为考核奖励的依据之一，并在村民
小组的公开栏中公示，接受群众监督。

在检查考评中，双方严格按照考评
的细则和要求，不怕脏累，走到各家各
户垃圾桶前，翻开一只只垃圾桶，仔细
翻看垃圾投放是否正确，实事求是地现
场评定。在竹园村桃园组一户农家，检
查人员发现黄桶里投放着笋壳，当场告

知该户户主笋壳是会腐烂的餐厨垃圾，
应该投放到绿桶。听到这话，户主连连
点头。在上湖村城北组，检查人员发现
门前两只垃圾桶投放混淆，经过追问得
知该房为出租房。现场，检查人员当即
告诫房东有义务向承租人进行垃圾分
类的宣传教育，必须及时整改。

据悉，上湖与竹园两村自 4月初全
面实施垃圾分类工作以来，通过一系列
的宣传、发动、培训，男女老少对垃圾分
类的意识有了明显提升，各家各户的垃
圾分类投放基本达标。从登记的考评
表中可以看到，两天时间，检查人员共

翻遍了两村 1987户农户的近 4000只垃
圾桶，总体情况良好，分类投放正确率
均在90%以上。

竹园村党委书记刘国表示，两村开
展垃圾分类交叉检查考评，是一个创
新，也是一个探索，要进一步提高生活
垃圾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能力，真正
实现“分类处理、源头减量”目标。

上湖村党委书记沈渭荣表示，通过
交叉检查考评，为双方提供了一个学习
取经的好机会，互相借鉴对方的好做
法、好经验，并带回去宣传引导，让两个
村的垃圾分类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余杭街道上湖、竹园两个村两天时间翻遍4000只垃圾桶

互相取经不走过场 交叉检查考评打分

本报讯（记者 王杨宁 通讯员 吴佳盈）
由区教育局主办的“寻根良渚、琢玉成器”主题
演讲比赛近日在星桥中学举行，来自各片区的
13名优秀选手或激昂陈词、或娓娓述说，向在
场观众诠释一个个精彩的良渚故事。经过角
逐，最终良渚一中的顾婉柔、信达外国语学校
的盛王涵、临平第一中学的方诺获得一等奖。

今年 2月起，区教育局以良渚古城遗址申
遗为契机，深入挖掘良渚文化教育资源，在全
区中小学中全面开展“寻根良渚 琢玉成器”主
题教育活动。通过组织主题明确、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在不断增强学生对家乡
的认同感、归属感的同时，引导学生深刻理解
良渚文化“原创、首创、独创和外拓”的特点，使
每一个学生成为良渚文化的宣传者、传播者、
实践者。

13名小选手述说
“寻根良渚 琢玉成器”

本报讯（记者 童江平 通讯员 潘航）前
日 14点，D3202次列车驶离泉州站，一个 6岁
的女孩坐在位子上无声抽泣着，到后来索性放
声大哭，身旁的男人居然对此手足无措。坐在
旁边的乘客心生疑虑，问女孩：“这叔叔是你什
么人？”谁知她竟摇头表示不清楚。

“淳安9岁女童被租客借走6天后失联”的
新闻给大家都敲响了警钟，这名乘客将此事报
告了列车长，列车长当即选择报警。

铁路乔司派出所政委喻焜接警后，将女孩
及同行男子阿杰（化名）带到餐车详加追问，并
将阿杰的身份信息发往派出所指挥室细查。
10分钟后，喻焜接到反馈信息：阿杰是河南人，
女孩小美是江西人，这让喻焜心里更加忐忑。

在众人的哄逗下，小女孩终于止住哭声，
说出了爷爷老金的电话号码。经电话联系，老
金表示，小美是他托同事阿杰带去浙江瑞安
的。原来，小美的父母在瑞安打工，爷爷奶奶
在福建泉州打工。半个月前，小美到泉州找爷
爷奶奶，这两天吵着要回瑞安，其父母没时间
来接，奶奶一时又没买到火车票。刚好，厂里
的技术员阿杰要回瑞安老厂办事，老金就托他
顺便把小美带上。

对于阿杰，老金表示不太了解，只知道是
老板新收的徒弟，来厂里的三个月对老金“老
师长、老师短”，挺有礼貌的。

随后，喻焜设法联系上了小美的父亲，咛
嘱他一定要亲自去火车站接孩子。当日 16:
55，列车抵达瑞安，看到小美扑向前来接车的
爸爸怀里，喻焜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下来。

警方提醒，儿童安全无小事，送孩子最好
由家长亲自护送，如确实走不开，最好委托放
心稳妥的亲戚朋友代送，在上车与到站时，最
好也有家人送站接站。旅途中，不要让孩子离
开大人的视线，提醒孩子不要乱跑，不和陌生
人搭话，不拿陌生人的食物。遇上带小孩的旅
客，大家也要多长个心眼，如果遇见神色可疑
者，一定要坚决报警。

列车上女孩啼哭不止
称不认识同行男子

本报讯（记者 童江平）出门游玩入
住旅馆，最担心的就是忘带证件。现在，在
余杭区，即使旅客没带身份证，也可以通过

“刷脸”快速入住。
为顺应信息化发展，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余杭公安与第三方公司合作，引导辖
区内的旅馆在前台安装配备带有人像核验
身份功能的设备。设备由第三方公司免费
提供，旅馆只需要缴纳 2000元押金，即可
安装使用。

设备后台与公安系统联网，旅客在没
有携带身份证的情况下，只需报上姓名、身
份证号，在设备前“刷脸”，相关信息就会自
动传输到公安机关的系统中进行人证核
验，比对一致的即可入住，整个过程不超过
一分钟。

民警说，以往旅馆登记碰上旅客忘带
身份证的情况，需要旅客到旅馆所在地派
出所开具临时身份证明，而很多旅客人生
地不熟，光是找派出所就费工夫，一来一回
耗费时间精力不说，旅游的心情也被破
坏。即便是携带身份证的旅客，偶尔也会
有冒用他人证件、使用假证的，这种情况
下，靠前台工作人员人工核验，比较难识

别。现在有了可以“刷脸”确认身份的设
备，旅客方便，旅馆放心，整体治安环境也
更好了。

“刷脸”设备灵不灵？民警说，由于是
近距离点对点“刷脸”，设备识别准确率可

达99%以上。当然，也有极个别情况，比如
旅客做过点痣、隆鼻等整形项目，或外貌改
变特别大的，如果机器识别失败，还是可以
通过人工比对的方式进行人证核验。

不过，警方也提醒大家，如果外貌有过

较大变动的，最好及时到公安户籍窗口更
新照片，以免带来麻烦。

目前，余杭区已实现无证入住旅馆
300多家。与此同时，辖区内的部分民宿
和网约房也已开始试点推行，余杭公安计
划会同区农业农村局在今年底前完成民宿
（农家乐）人像核验设备全覆盖。

另外，根据全区公安机关“最多跑一
次”改革工作方案，分局在区行政服务中心
设立专门窗口开展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
承诺告知办理，即先发证后实地查验。旅
馆业业主即申请即领证，极大缩减了审批
流程，节省了审批时间。今年以来，余杭公
安分局已累计办理发放旅馆业特种行业许
可证 115 件，即申请即发证办理率达
100%。

此外，余杭公安分局还自主开发了包
括旅馆业治安管理在内的警务通“慧眼”场
所管理模块及内网平台，并于今年 4月起
全面启用。通过上述模块及平台，公安民
警开展每月不少于一次的无纸化旅馆业治
安检查，及时发现整改问题隐患，依法查处
违规行为，实现流程化、信息化、共享化的
移动警务管理模式，提升管理实效。

余杭公安推出便民举措：“刷脸”就能入住
目前有300多家旅馆已实现无证入住 计划年底前民宿农家乐“全覆盖”

推进“三个全域”建设 争当新时代发展排头兵

余杭区2019年市级社会评价意见重点整改目标
2018年度杭州市综合考评社会评价中，共征集涉及我区意见

902条。这些意见代表了社会各界的心声与展望，同时也反映了群
众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社会评价意见整
改工作，全区各级各部门将紧紧围绕“三个全域”建设目标，以攻坚

“新五场硬仗”为抓手，以人民发展为中心，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富而美、
安而康”新余杭，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
人民群众的满意度。目前，社会评价意见整改工作已落实到相关责
任单位，并制定了整改目标。

现将较具一定代表性的 8条市级意见重点整改目标向社会公

示，欢迎社会各界对意见整改的落实情况与整改效果予以监督和评
价。监督联系电话：86201305。

余杭区效能监督综合考评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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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概要

重视市民道德意识和文明意识的培养与提高，倡导
学习型社会，开展全民读书活动，大兴人文建设，提
升市民的文明精神。

重视外来务工子女教育，继续加快义务教育基础设
施建设，满足教育需求。

老年人活动场所资源不足，多开办些公益老年食
堂，多举办老年学习培训，让老年人“老有所依，老
有所乐、老有所学”。

加快旧小区加装电梯，方便老百姓出行。

郊区道路毁坏严重，要加快农村公路建设，要加强
建设质量，并及时修复。

加快美丽乡村建设，加强乡村、农居点脏乱差整治，
并重视乡村规划建设的科学性。

加强调研，协调做好体育设施建设布局，满足群众
体育锻炼需求，指导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推进
体育文化事业发展。

医疗资源不充分，存在区域不均衡，看病难、不方便
仍较突出，需加大医疗卫生建设的投入。

整改目标

深化群众性文明创建，开展文明指数测评迎检，推进市民文明积分，每月选树“美丽余杭人”，加大文明出行、家风家训等宣传倡导力
度，提升市民文明素养。积极推进“书香余杭”建设，打造30个公共阅读空间，新建36个社区文化家园，开展青少年诗词大会、“美丽
洲”故事会、“美丽洲”诵读、太炎讲堂等全民阅读活动。

严格执行阳光招生政策，按照省市区招生政策及居住证管理新政，竭力保障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余杭“有书读”；做好报
名“一站式服务”，简化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申请入学程序。2019年义务段学校项目计划开工4个，在建27个，年内竣工4个。

1、年度新增10家镇街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20家示范型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内含老年食堂），进一步加强为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2、区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学校）计划2019年度秋季班在原有书画、歌咏、太极拳、瑜伽等13门课程的基础上，根据老年人的需求增设
陶笛、电钢琴等课程，举办老年养生保健、老年病防治、防电信诈骗等方面的讲座。

牵头指导各镇街按照“愿改尽改”的思路，对符合安装要求的既有住宅进行摸排、梳理，针对已完成方案联审的加装电梯项目，加快推
进建设，完成加装电梯40台。

“四好农村路”建设拟计划投资约7.96亿元，实施共207条计263.97公里，涉及全区17个镇街，预计年底前完工。

分别于6月底、10月底基本完成30个第二批和20个第三批美丽乡村精品村建设，启动美丽乡村示范提升1510行动，高起点谋划全
区美丽乡村“一核五线十点”；主动配合落实城乡环卫一体化管理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提高保洁水平；配合做好乡村规划，严格
村庄创建规划评审要求。

完成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涉及体育场地调查工作。完善体育场地建设，推进余杭区亚运场馆改建项目，完成新改扩建健身点、社区
多功能运动场20处。举办2019全民健身日、2019“百村千场”群众体育系列活动，满足群众体育文化需求。

区二院急诊区块改造项目竣工并投入使用，区三院整体搬迁项目竣工，区一院外立面改造项目、区妇保院门诊楼改造项目竣工并投
入使用；良渚医院整体迁建项目完成土建40%；区五院改扩建项目力争年底前开工；区妇保院病房大楼项目三期年底前开工建设。

整改时限

年度整改

年度整改

年度整改

年度整改

年度整改

年度整改

年度整改

年度整改

联系人

汤昕晨

吴燕萍
沈延峰

陈 平
干伟群

许峰平

徐素雅

郑 浩

莫旭亮

陈德华

联系方式

86162205
8616397989178127
8620385386163201
86139803
86165052

86225663

86225539

862217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