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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期（总第 23 期） 

 

绍兴市“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26 日 

                      

本期要目: 

○绍兴市积极实施工程渣土闭环式管理    

○各区、县（市）“无废细胞”创建情况    

○越城区倡导节约粮食 争创“舌尖上的文明”    

○柯桥区聚焦纺织配套升级全力打造区域特色化工园区  

○上虞区通过“三化”打通垃圾回收利用“最后一公里”   

○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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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积极实施工程渣土闭环式管理 
 

一是以机制为推手，构建监管体系。通过出台《绍兴市工

程渣土（泥浆）处臵管理办法》、《绍兴市工程渣土（泥浆）

处臵管理实施细则》和《绍兴市工程渣土（泥浆）运输企业信

用评价考核办法》，建立“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监督、

资源利用”的管理机制。通过建立包含基本情况、实时监管、

分析研判、信用考核、服务共享等功能的渣土智能化监管平台，

依托大数据中心实现全市工程渣土处臵管理数据全归集，跨部

门数据融合共享、业务有效协同。通过出台《绍兴市建筑泥浆

渣土处臵领域联合执法机制的实施意见》，落实联合执法模式，

建设部门督促建设单位做好建设工地监控系统、门禁设施、冲

洗设备、车辆识别系统等标准化配套设施的建设；交通运输、

交警、综合执法等部门做好道路营运证、通行证、渣土准运证

的发放工作并加强管理；属地镇（街）做好消纳场所的管理。 

二是以管理为手段，规范渣土市场。通过严格执行工程渣

土（泥浆）处臵核准制度，测定全年渣土产生量，同时严格施

工工地渣土（泥浆）源头出土管控，两台高清红外摄像机实时

监控，并接入工程渣土监管平台，严防工地违规出土。通过对

现有运输企业资格进行重新认定并统一颁发资格证，率先开放

在三区范围内承接渣土运输业务，后续根据信用评价考核结果

进一步开放市场，打破渣土运输垄断。通过对全市渣土消纳场

所进行摸排，在三区范围梳理出备案登记消纳场所 73 处，消纳

总量约 1164.8万立方米，同时积极推动渣土资源化利用项目建

设，在原有三个泥浆固化中心年泥浆固化能力约 930 万吨的基

础上，推进交投绿色循环建材生产基地项目、城投再生资源有

限公司等项目建设，建成后受纳渣土规模分别为 60 万方/年和

50 万方/年，可基本满足市区泥浆处臵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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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以执法为保障，扫清渣运乱象。通过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城市管理“蓝天”系列集中统一行动，建筑工地工程渣土（泥

浆）非法处臵专项整治、“百日攻坚”专项整治、集中整治月

等，形成了高压严打态势，全面规范和整顿了工程渣土（泥浆）

处臵秩序。通过制定《绍兴市综合行政执法系统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行业乱象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方案》，坚决打击跨区域非法

倾倒行为，筑牢城市“围墙”。通过结合环保督察反馈问题，

在重要路段设臵卡点实行 24 小时不间断管控模式，严抓工程渣

土非法倾倒。 

 
各区、县（市）“无废细胞”创建情况  

 

自 2020年 6 月 5日市无废办印发《关于开展绍兴市“无废

细胞”创建活动的通知》以来，截至目前，各区、县（市）共

创建完成并通过验收 365 个“无废细胞”，涉及 9 个类型，具

体情况见下表： 

类型      地区 越城区 柯桥区 上虞区 诸暨市 嵊州市 新昌县 合计 

无废学校 6 6 6 6 16 17 57 

无废小区 16 12 12 12 12 6 70 

无废城市公园 1 1 1 1 1 0 5 

无废医院 2 1 1 2 1 7 14 

无废工厂 7 5 6 5 8 7 38 

无废超市 3 3 3 3 5 3 20 

无废饭店 2 1 1 1 2 1 8 

无废景区 1 1 1 1 1 3 8 

无废机关 20 29 20 28 26 22 145 

小计 58 59 51 59 72 66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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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创建清单如下： 

⑴无废学校 

①越城区：绍兴市第一初级中学、绍兴市元培中学、绍兴

市建功中学、绍兴市昌安实验学校、绍兴市越城区塔山中心小

学、绍兴市鲁迅小学和畅堂校区 

②柯桥区：绍兴市柯桥区杨汛桥紫薇小学、绍兴市柯桥区

夏履镇中心小学、绍兴市柯桥区稽东镇中心小学、绍兴市柯桥

区钱清街道遗风小学、绍兴市柯桥区柯岩中心幼儿园、绍兴市

柯桥区王坛中心幼儿园 

③上虞区：绍兴市上虞区职业教育中心、绍兴市上虞区百

官小学、绍兴市上虞区实验小学、绍兴市上虞区龙山学校、绍

兴市上虞区滨江小学、绍兴市上虞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④诸暨市：诸暨市暨阳街道暨阳小学、诸暨市实验小学教

育集团庆同小学、浣江小学、浣纱小学、浣东小学、暨南小学 

⑤嵊州市：三界镇中心小学、马寅初小学、剡湖街道幼托

中心、三江街道阮庙学校、鹿山街道中心小学、甘霖镇中心小

学、崇仁镇富润学校、长乐镇绿溪中心小学、黄泽镇中心小学、

石璜镇幼托中心、谷来镇中心幼儿园、仙岩镇百兴小学、金庭

镇中学、下王镇中学、贵门乡中心幼儿园、长乐中学 

⑥新昌县：新昌中学、鼓山中学、澄潭中学、南瑞实验学

校、城关中学、实验中学、七星中学、西郊中学、育英小学、

实验小学、青年路小学、礼泉小学、南明小学、鼓山小学、南

岩小学、七星小学、梅渚小学 

⑵无废小区 

①越城区：运河首府（迪荡街道）、颐东华庭、御河湾、

迎恩府小区、天地永和、府山银苑、稽山桂花园、翰林越府、

石家池小区、瀛洲名苑、温馨花园、大城小院、京华新村、峰

泽景园、绍兴天下、百合花园 

②柯桥区：瓜渚风情、港越新都、华宇天庭、大阪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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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丽都、嘉里花园、坂湖明珠、翰林府、明珠花园、金地二

期铂悦园、人利华府、唯美品格 

③上虞区：东方名都、四季名苑、城市之星、浅水湾、滨

江一号、华维公寓、大通佳苑、流星花园、宝华家天下、天香

西园、嘉悦花园、西郊花园 

④诸暨市：城上城、翡翠园、兴盛苑、玉兰公寓、鼎园、

和家园、白云山庄、凤凰城、金山越府、菲达壹品、锦绣苑、

景瑞上府 

⑤嵊州市：云尘山水、金湾国际、赞成雍景园、鹿鸣花园、

状元名苑、剡江越园、碧桂园澜泊湾、嵊州市滨江城市花园、

独秀山庄、崇仁壹品、永乐名家、丰泽园 

⑥新昌县：悦澜山、同创家园、三花现代城、玫瑰园、和

悦广场、兰园 

⑶无废城市公园 

①越城区：绍兴镜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②柯桥区：瓜渚湖公园 

③上虞区：龙山公园 

④诸暨市：江东公园 

⑤嵊州市：剡湖街道艇湖城市公园 

⑥新昌县：/ 

⑷无废医院 

①越城区：府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越城区人民医院 

②柯桥区：绍兴市中心医院 

③上虞区：绍兴市上虞妇幼保健院 

④诸暨市：诸暨市中医医院、诸暨市暨南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王家井分院 

⑤嵊州市：三江街道卫生院 

⑥新昌县：新昌县人民医院、新昌县中医院、梅渚卫生院、

新昌县澄潭街道卫生院、新昌县南明街道卫生院、新昌县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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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城东分院）、新昌县张氏中医骨伤医院 

⑸无废工厂 

①越城区：浙江佳人新材料有限公司、绍兴市东湖高科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绍兴三锦石化有限公司、绍兴华绅纺织品整

理有限公司、绍兴凤登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古纤道绿色纤

维有限公司、浙江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昌海生物分公司 

②柯桥区：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兴明染整有

限公司、绍兴佳彩印染有限公司、浙江红绿蓝纺织印染有限公

司、浙江天圣化纤有限公司 

③上虞区：浙江荣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闰土新材料

有限公司、浙江优力仕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迪邦化工

有限公司、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上虞众联环保

有限公司 

④诸暨市：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全兴精工集团有限公

司、浙江富润印染有限公司、浙江富润纺织有限公司、浙江科

超环保有限公司 

⑤嵊州市：浙江华发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麦地郎集团

有限公司、浙江昂立康制药有限公司、浙江万丰科技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嵊州市南大电声有限公司、嵊州市三九灯具有限公

司、浙江林德纳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嵊州市美亚特种轴承厂 

⑥新昌县：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中财管

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万丰镁瑞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达利

丝绸（浙江）有限公司、浙江丰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京

新药业有限公司、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⑹无废超市 

①越城区：世纪联华摩尔城店、永辉八佰伴店、千客隆延

安路店 

②柯桥区：大润发、世纪联华、永辉超市 

③上虞区：上百超市、永辉超市、昆山润华商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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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虞分公司 

④诸暨市：一百超市城东店、雄风超市新天地店、浙江宜

佳向阳超市有限公司诸暨山下湖店 

⑤嵊州市：国商购物广场、国商鹿山超市、和悦永辉超市、

世纪联华超市、吾悦永辉超市 

⑥新昌县：新昌县海洋城沃尔玛超市、新昌县世纪联华世

贸店、新昌县世纪联华国贸店 

⑺无废饭店 

①越城区：绍兴国际大酒店、绍兴饭店 

②柯桥区：绍兴鉴湖大酒店 

③上虞区：上虞宾馆 

④诸暨市：诸暨大酒店 

⑤嵊州市：柏星仟代、嵊州宾馆 

⑥新昌县：尊蓝山居 

⑻无废景区 

①越城区：绍兴镜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②柯桥区：东方山水乐园 

③上虞区：中华孝德园 

④诸暨市：白塔湖国家湿地公园 

⑤嵊州市：嵊州市百丈飞瀑漂流有限公司 

⑥新昌县：达利丝绸生态园、穿岩十九峰景区、大佛寺景

区 

⑼无废机关 

①越城区：塔山街道办事处、府山街道办事处、北海街道

办事处、稽山街道办事处、鉴湖街道办事处、东湖街道办事处、

城南街道办事处、迪荡街道办事处、灵芝街道办事处、东浦街

道办事处、皋埠街道办事处、斗门街道办事处、马山街道办事

处、孙端街道办事处、富盛镇办事处、沥海街道办事处、陶堰

街道办事处、越城区迪荡三中心、延安路机关大院、越城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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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中心 

②柯桥区：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府办、区政协办、区

纪委、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区编委办、区

卫健局、区应急管理局、区科技局、区招商投资促进中心、区

统计局、区商务局、柯桥调查队、区民政局、区经信局、区发

改局、区金融办、区科协、区大数据发展管理中心、区委巡察

办、区委改革办、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区信访局、区司法局、

区矛调中心、区政法委 

③上虞区：教体局、综合执法局、建设局、商务局、经信

局、卫健局、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文广旅游局、科技局、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应急管理局、发改局、公安分局、司法局、

财政局、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生态环境分局、供销总社、

统计局 

④诸暨市：诸暨市公安局、诸暨市交警大队、诸暨市巡特

警大队、城中派出所、城东派出所、工业新城派出所、浣东派

出所、政法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局、国税局、市委办、市府

办、市人大办、市政协办、组织部、宣传部、诸暨市大数据发

展管理中心、公共服务中心管理处、会展中心、建设大厦管理

处、临江大厦管理处、发改局、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建设局、经信局、商务局、生态环境分局 

⑤嵊州市：编办、财政局、发改局、红十字会、纪委监委、

纪委巡查办、建设局、金融办、经信局、科技局、科协、农业

农村局、人大办、商务局、生态环境分局、市府办、市委办、

改革办、统计局、统战部、团市委、宣传部、政法委、政协办、

组织部、总工会 

⑥新昌县：镜岭镇、回山镇、儒岙镇、沃洲镇、小将镇、

沙溪镇、城南乡、东茗乡、羽林街道、南明街道、七星街道、

澄潭街道、经信局、教体局、建设局、商务局、文广局、卫健

局、市监局、综合执法局、生态环境局、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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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城区倡导节约粮食  争创“舌尖上的文明” 
 

一是加强宣传教育，倡导“光盘行动”。越城区机关事务

管理服务中心在下属 8 个食堂开展制止餐饮浪费公益性宣传。

张贴以节约粮食、反对浪费等宣传图片和各种形式的标语，制

作文明用餐承诺签名墙。同时提醒机关干部在外就餐要理性消

费、合理配餐，带领身边的人加入“光盘族”行列。 

二是创新服务方式，反对铺张浪费。⑴严格控制原料质量，

科学调整菜品数量，合理调整菜品份量。⑵创新接待服务，严

格控制陪餐人数，严格执行用餐标准，主动提供“分餐制、公

筷公勺制、双筷制”等服务方式。接待过程中，通过主动给客

人分食等服务，提倡“光盘行动”。⑶完善个性化制度。实施

机关干部职工（早、中、晚）限一次刷卡消费，设立餐后剩菜

打包制度，开设打包窗口，设定打包时间，以原价一半的价格

销售。 

三是开展文明劝导，践行节约粮食。从机关食堂工作人员

中招募志愿者为劝导员，每天每餐实行劝导就餐人员自觉践行

节约粮食，共同参与“光盘行动”减少浪费。 

 
柯桥区聚焦纺织配套升级 
全力打造区域特色化工园区 

 

一是减量整合提档。坚持“严控新增，整合过剩，淘汰落

后”原则，通过退出、转型、关停、提升等方式，推动产能、

资源和配套整合，柯桥化工园区中 29 家化工企业实现“一园”

式集聚发展，形成从 PTA 到高性能染料、助剂特色产业优势。

万丰化工上市拟于年底报会，长华科技将于明年初报会；关停

园区外“低散乱”化工企业 10余家。 

二是全域管控提标。推行“互联网+监管”、“执法+专家”



 

 10 

模式，组织中国化学品协会、第三方专家开展深度隐患检查和

风险等级排摸，综合运用信息化监控平台对园区重大危险源实

时监控，建成环境在线监测系统和应急指挥中心，危险废物安

全利用和处臵率达 100%，危化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达标率

达 100%。 

三是创新布局提级。依托现代纺织优势产业链，强化与周

边天圣、恒鸣等聚酯上下游纺织原料产业链合作，推动实施华

彬石化三期 120 万吨 PTA 生产线绿色制造改造升级项目。依托

省级印染创新中心，深入开展新型染料和助剂等研发和产业化，

加快高牢度、环保性分散染料市场化进程，推进华彬石化纺织

原料产业链中心等支撑平台建设。目前，柯桥化工园区拥有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 8 家，省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 5 家，已初步

完成省级化工园区认定评价，列入省级公示名单，初步列为合

格园区。 

 
上虞区通过“三化”打通垃圾回收利用“最后一公

里” 
 

一是站点建设“集约化”。采取“固定式回收站”和“流

动式站点”相结合的方式，因地制宜设臵资源回收站（点），

按照每个居民小区、建制村、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至少设立 1 

个回收点，每个乡镇（街道）至少建设一个可回收物中转站的

标准，区级至少建设一个可回收物分拣中心，构建起由社区（镇

村）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区级分拣中心及再生资源利用企业组

成的低价值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链条。 

二是积分兑换“普惠化”。通过给社区居民以每户家庭为

单位发放积分兑换卡，每户家庭回收可利用的资源在积分卡上

换成积分，积分在指定的社区超市可进行积分消费，鼓励居民

对可回收物资源的投售。同时委托区供销社统一管理标准，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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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布局规划、统一外观标识、统一人员着装、统一收购价格、

统一计量衡器、统一业务管理，将真正的实惠送到老百姓家门

口。 

三是回收方式“智慧化”。打造“预约上门+ 智慧投放机”

的回收模式，居民可以通过“上虞区再生资源回收”微信公众

号或者电话，预约上门回收再生资源，实现工作时间预约上门，

其余时间“智慧投放机”便捷回收的全天候回收利用。居民在

微信公众号上还能实时了解资源回收价格，足不出户就能实现

回收利用。此外除了积分结算的方式，上虞区还开通了微信支

付和现金结算等结算方式，让微信支付成为垃圾分类回收利用

新时尚。 

 
简  讯 

 

1、近日，江苏省泰州市泰兴生态环境局、吉林省吉林市生

态环境部门来绍学习考察“无废城市”试点建设工作。 

2、近日，市无废办对各区、县（市）终期评估报告进行初

审，并于 11 月 16-19日分别召集各区、县（市）无废办和报告

编制单位就报告编制情况进行逐个解剖分析，反馈初审意见。

同时，印发《关于召开“无废城市”建设试点终期评估报告评

审会的通知》。在 11 月 24、25日，组织专家对 6 个区、县（市）

报告进行评审，并在“4+6”报告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全市终

期评估报告。 

3、近日，市无废办、市生态环境局印发《绍兴市特定类别

危险废物定向“点对点”利用试点工作制度》。 

4、我市废弃泥浆稳定土产品成功通过浙江省推广应用评

估。11 月 15 日，浙江省建设科技推广中心组织专家对我市废弃

泥浆稳定土产品进行了应用评估，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废弃泥

浆稳定土通过评估，该产品可在浙江省建设工程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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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泥浆稳定土通过“干化、固化、工程化”的再生技术，有

效解决了建筑垃圾废弃泥浆出路与建材短缺的问题，技术方向

及切入点准确，带来社会、经济、环境效益，在省内具有很强

的引领示范作用。 

5、绍兴市“无废城市”信息化平台（省固废治理数字化应

用）继续推进各固废管理相关部门数据归集工作，并对接入的

数据进行清洗校验；根据“无废城市”信息化平台初步运行效

果，对系统进行优化完善，同步开展手机端，电脑端功能开发；

编制《绍兴市“无废城市”信息化平台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

稿)》，并各市级有关部门及区、县（市）征求反馈意见；开始

绍兴市“无废城市”信息化平台信息系统等级保护测评工作。 

6、近日，舟山市生态环境局岱山分局一行和枣庄市生态环

境局滕州分局一行分别到上虞区调研学习“无废城市”建设工

作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对该区小微企业危废收运“直通车模

式”、智慧环保中心和“无废城市”建设等工作给予了高度评

价。 

7、全市首批装配式垃圾分类集臵点正式落户柯桥区齐贤街

道。集臵点采用轻质式铝合金，玻璃房的形式，外观新颖、现

代，满足垃圾桶收储、清洗等必要功能。截至目前，该区完成

集臵点建设小区 7 个，再生资源回收站点 11处，车辆规范化配

臵 54 辆，中转站改造 1座（八字桥中转站），新建垃圾分类智

能化服务站（徐家灶），易腐垃圾就地处臵站。共计更新垃圾

桶标识 5600 余只，阳光棚 1100 余处，垃圾分类运输车 150 余

辆，并对 18个村居、11个住宅小区的垃圾分类宣传窗进行了更

新。  

报：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 

发：各区、县（市）委、人民政府，市级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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