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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期（总第 26 期） 

 

绍兴市“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1 月 26 日 

                      

本期要目: 

○绍兴市“多级循环”实现环境经济效益最大化      

○绍兴市实现畜禽粪污综合利用 

○绍兴市“无废细胞”名单 

○越城区探索生活垃圾治理新路径 

○上虞区打造“无废农业”发展新格局 

○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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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多级循环”实现环境经济效益最大化 
 

绍兴市通过不断推动循环产业建设，在构建园区循环发展

生态网、迈好产业生态转型发展路、打造循环化改造管理模式

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推广的成功经验。 

一是大型企业内部“小循环”。以龙盛集团、闰土股份、

国邦药业等企业为龙头，突破了硝化反应和重氮化反应的本质

安全、硝基绿色还原等染料行业、喹诺酮医药行业关键共性技

术，自主研发连续硝化、催化加氢、废稀硫酸资源化、余热利

用等清洁生产集成技术，解决了长期困扰染料行业发展的废硫

酸梯级利用及资源化，革除硫酸钙渣等技术难题，构建以龙头

企业为代表的企业内部副产物、有机溶剂循环利用小循环模式，

实现资源再生利用、污染物减排的环境、经济双赢的良好局面。 

二是上下游企业间“中循环”。以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

发区为抓手构建了染料和医药 2 大主导产业链网。染料产业链

网以大型企业为核心，构建了由硫磺制酸及无机硫化工衍生产

品、氯碱化工及衍生产品为龙头的上游基础原料群，以绿色化

学化工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芳香胺、氨基苯酚、还原物等中间

体产品系列，以染料及配套表面活性剂为主的下游染料产品体

系，以及以氯苯为原料的下游新材料系列产品，组成了国内最

完整的染料产品链网及循环经济产业链。与此同时，建立了由

硫磺制酸化学反应热回收、硝化反应热回收、催化加氢反应热

回收、产品精馏余热回收、工艺过程能量回收及梯级利用等组

成的染料合成能量共生网络；实现了精细化工产品链网式发展，

提高了产业链的附加值和整体竞争力。 

三是园区与周边区域“大循环”。依托多样化的能源基础

设施，构建了燃煤背压机组热电联产、硫磺制酸化学能回收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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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联产、垃圾发电、污泥发电、生物质发电、危险废物焚烧余

热回收等多功能、多源能源基础设施循环经济体。通过垃圾焚

烧热电联产消纳了上虞区的生活垃圾，并利用热电厂的余热干

化园区集中式污水处理厂污泥再焚烧产热，回收能源，为企业

正常生产及园区绿色发展提供支撑。同时推动大宗工业固体废

物资源化利用，对闰土热电、上虞热电、杭协热电、春晖环保

四家固废（炉渣、粉煤灰）产生量最大的源头企业，引导其下

游企业将固废环保处理后用于建筑行业，目前大宗工业固废综

合利用率接近 100%。 

 
绍兴市实现畜禽粪污综合利用 

 
以规模养殖场为重点，加大畜禽粪污资源化处理技术推广

力度，重点推广密闭式发酵技术。 

一是政策扶持。对年存栏生猪 3000 头以上的规模猪场新建

猪粪发酵罐设备(罐体容积≥80 立方）并正常处置猪粪的，市财

政给予 10万元/场的资金补助。各区、县（市）根据当地实际，

制定相应补助政策，如柯桥在市级补助基础上再给予购置费 30%

的补贴，嵊州财政给予 25万元/场的资金补助。 

二是技术培训。召开发酵罐技术推进现场会，组织全市畜

牧系统干部以及规模养殖场主体代表参观示范企业，并邀请专

家讲解授课，使全市畜牧从业人员都了解该技术。密闭式发酵

技术，是将新鲜粪污置于罐式密封不锈钢容器内，利用罐内的

高温好氧菌种，智能控制温度和氧气量，保持温度持续在 78℃，

实现生物降解和水份蒸发，最终获得有机肥，每个罐体占地

50-60平方米，具有占地面积小、粪污处理彻底、无衍生污染、

效益明显等特点。以存栏 1 万头猪场（嵊州嵊德牧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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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一台 100立方罐式密封发酵机，日可处理生鲜猪粪 10吨左

右，日收获有机肥约 2.5 吨，每日电耗和人工约 800 元，有机

肥出售可得约 2500 元，每日净利润达 1700 元，既解决了粪污

处理难造成环境污染的问题，又实现了产出有机肥循环利用资

源的目的。 

三是示范推广。2020 年，我市启动 10 个猪粪发酵罐示范

场项目建设，目前已完成 11 个，累计建成猪粪发酵罐 15 个，

计划 2021 年年底前实现存栏 3000 头以上规模养猪场密闭式发

酵罐全覆盖。 

 
绍兴市“无废细胞”名单 

 

根据《关于开展绍兴市“无废细胞”创建活动的通知》（绍

市无废„2020‟3号）文件要求，经创建单位申报，区、县（市）

无废办和市级归口部门审核通过，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等 411

家单位完成“无废细胞”创建，具体情况见下表： 
     地区  

类型 
市直 越城区 柯桥区 上虞区 诸暨市 嵊州市 新昌县 合计 

无废机关 23 20 37 20 28 26 22 176 

无废饭店  2 1 1 1 2 1 8 

无废学校 8 6 6 6 6 16 17 65 

无废景区  1 1 1 1 1 3 8 

无废公园  1 1 1 1 1 1 6 

无废工厂  7 5 8 5 8 7 40 

无废小区  16 12 12 12 12 6 70 

无废医院 4 2 1 1 2 1 7 18 

无废超市  3 3 3 3 5 3 20 

小计 35 58 67 53 59 72 67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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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名单如下： 

⑴无废机关 

①市直：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绍兴市档案馆、绍兴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绍兴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绍兴市公安局、

绍兴市财政局、绍兴市农业农村局、绍兴市商务局、绍兴市文

化广电旅游局、绍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绍兴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绍兴市应急管理局、绍兴市金融办、绍兴市统计局、绍兴

市医疗保障局、绍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绍兴市大数据发展管

理局、绍兴市妇女联合会、国家统计局绍兴调查队、绍兴市邮

政管理局、绍兴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绍兴市供销合作总社、

中国人民银行绍兴市中心支行 

②越城区：越城区塔山街道办事处、越城区府山街道办事

处、越城区北海街道办事处、越城区稽山街道办事处、越城区

鉴湖街道办事处、越城区东湖街道办事处、越城区城南街道办

事处、越城区迪荡街道办事处、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越城

区东浦街道办事处、越城区皋埠街道办事处、越城区斗门街道

办事处、越城区马山街道办事处、越城区孙端街道办事处、越

城区富盛镇办事处、越城区沥海街道办事处、越城区陶堰街道

办事处、越城区迪荡三中心、延安路机关大院、越城区行政中

心 

③柯桥区：柯桥区委办、柯桥区人大办、柯桥区政府办、

柯桥区政协办、柯桥区纪委、柯桥区委组织部、柯桥区委宣传

部、柯桥区委统战部、柯桥区编委办、柯桥区卫生健康局、柯

桥区应急管理局、柯桥区科技局、柯桥区招商投资促进中心、

柯桥区统计局、柯桥区商务局、国家统计局柯桥调查队、柯桥

区民政局、柯桥区经济和信息化局、柯桥区发展和改革局、柯

桥区金融办、柯桥区科协、柯桥区大数据发展管理中心、柯桥

区委巡察办、柯桥区委改革办、柯桥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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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区信访局、柯桥区司法局、柯桥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

心、柯桥区政法委、绍兴市生态环境局柯桥分局、柯桥区农业

农村局、柯桥区侨联、柯桥区综合执法局、柯桥区自然资源分

局、柯桥区财政局、柯桥区市场监管局、柯桥区深化服务指导

中心 

④上虞区：上虞区教育体育局、上虞区综合执法局、上虞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上虞区商务局、上虞区经济与信息化局、

上虞区卫生健康局、上虞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上虞区文广旅

游局、上虞区科技局、上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虞区

应急管理局、上虞区发展和改革局、上虞区公安分局、上虞区

司法局、上虞区财政局、上虞区农业农村局、上虞区市场监管

局、绍兴市生态环境局上虞分局、上虞区供销总社、上虞区统

计局 

⑤诸暨市：诸暨市公安局、诸暨市交警大队、诸暨市巡特

警大队、诸暨市城中派出所、诸暨市城东派出所、诸暨市工业

新城派出所、诸暨市浣东派出所、诸暨市政法委、诸暨市流动

人口服务管理局、诸暨市国税局、诸暨市委办、诸暨市府办、

诸暨市人大办、诸暨市政协办、诸暨市委组织部、诸暨市委宣

传部、诸暨市创建办、诸暨市公共服务中心管理处、诸暨市会

展中心、诸暨市建设大厦管理处、诸暨市临江大厦管理处、诸

暨市发展和改革局、诸暨市经济与信息化局、诸暨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诸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诸暨市农业农村局、诸

暨市商务局、绍兴市生态环境局诸暨分局 

⑥嵊州市：嵊州市编办、嵊州市财政局、嵊州市发展和改

革局、嵊州市红十字会、嵊州市纪委监委、嵊州市纪委巡查办、

嵊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嵊州市金融办、嵊州市经济与信息

化局、嵊州市科技局、嵊州市科协、嵊州市农业农村局、嵊州

市人大办、嵊州市商务局、绍兴市生态环境局嵊州分局、嵊州



 

 7 

市市府办、嵊州市市委办、嵊州市改革办、嵊州市统计局、嵊

州市统战部、嵊州市团市委、嵊州市宣传部、嵊州市政法委、

嵊州市政协办、嵊州市组织部、嵊州市总工会 

⑦新昌县：新昌县镜岭镇人民政府、新昌县回山镇人民政

府、新昌县儒岙镇人民政府、新昌沃洲镇人民政府、新昌县小

将镇人民政府、新昌县沙溪镇人民政府、新昌县城南乡人民政

府、新昌县东茗乡人民政府、新昌县羽林街道办事处、新昌县

南明街道办事处、新昌县七星街道办事处、新昌县澄潭街道办

事处、新昌县经济和信息化局、新昌县教育体育局、新昌县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新昌县商务局、新昌县文化广电旅游局、新

昌县卫生健康局、新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新昌县综合执法局、

绍兴市生态环境新昌分局、新昌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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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星仟代大酒店、嵊州宾馆 

⑥新昌县：尊蓝山居 

⑶无废学校 

①市直：绍兴市第一中学、绍兴市阳明中学、绍兴市稽山

中学、绍兴市高级中学、越州中学、绍兴市职业教育中心、绍

兴市中等专业学校、绍兴市聋哑学校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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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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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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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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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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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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暨市暨阳街道浣江小学、诸暨市暨阳街道

浣纱小学、诸暨市浣东街道浣东小学、诸暨市暨南街道暨南小

学 

⑥嵊州市：嵊州市三界镇中心小学、嵊州市马寅初小学、

嵊州市剡湖街道幼托中心、嵊州市三江街道阮庙学校、嵊州市

鹿山街道中心小学、嵊州市甘霖镇中心小学、嵊州市崇仁镇富

润学校、嵊州市长乐镇绿溪中心小学、嵊州市黄泽镇中心小学、

嵊州市石璜镇幼托中心、嵊州市谷来镇中心幼儿园、嵊州市仙

岩镇百兴小学、嵊州市金庭镇中学、嵊州市下王镇中学、嵊州

市贵门乡中心幼儿园、嵊州市长乐中学 

⑦新昌县：浙江省新昌中学、新昌县鼓山中学、新昌澄潭

中学、新昌县南瑞实验学校、新昌县城关中学、新昌县实验中

学、新昌县七星中学、新昌县西郊中学、新昌县育英小学、新

昌县实验小学、新昌县青年路小学、新昌县礼泉小学、新昌县

南明小学、新昌县鼓山小学、新昌县南岩小学、新昌县七星小

学、新昌县梅渚小学 

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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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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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新昌县：达利丝绸生态园、穿岩十九峰景区、大佛寺景

区 

⑸无废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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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艇湖城市公园 

⑥新昌县：鼓山公园 

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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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闰土新材料有限公司、绍兴上虞泰盛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新和成药业有限公司、绍兴市上虞众联环

保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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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荣企医疗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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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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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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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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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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美品格小区 

③上虞区：城市之星、浅水湾、滨江一号、东方名都、四

季名苑、流星花园、宝华家天下、天香西园、嘉悦花园、西郊

花园、大通佳苑、华维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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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⑻无废医院 

①市直：绍兴市人民医院、绍兴市中医院、绍兴市口腔医

院、绍兴市妇幼保健院 

②越城区：府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越城区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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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柯桥区：绍兴市中心医院 

④上虞区：绍兴市上虞妇幼保健院 

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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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嵊州市：三江街道卫生院 

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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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城东分院）、新昌县张氏中医骨伤医院 

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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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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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城区探索生活垃圾治理新路径 

 
一、优化顶层设计，健全治理体系工作机制 

一是强化科学谋划。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多次亲自部署，

区人大、区政协充分发挥监督作用，编制了《越城区环境卫生

专项规划（2018-2035）》，统筹中长期环卫设施的布局和建设；

印发《越城区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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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提出了“一年补短板、两年抓提升、三年见成效”的

目标。二是强化制度体系。出台了《越城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设施统一配置标准》、《分类小区、行政村、单位覆盖率认定

标准》以及《越城区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专项考核办法》等

考核评价配套制度，建立健全垃圾分类推进工作机制，促进基

层垃圾分类工作积极性。三是强化考核清单。落实督考体系，

以专题视察、三方巡检、通报排名、挂图作战、绩效晒比、奖

优罚劣的形式，开展差异化绩效考核，并将考评结果作为岗位

目标责任制考核依据。 

二、加强源头管控，推进垃圾分类科学减量 

一是“统筹协同”促减量。开展服务性流通领域减量工作，

深入实施“限塑令”、光盘行动、过度包装整治、净菜进城等

源头减量“八大行动”，倡导简约适度 ，反对“舌尖上的浪费”

等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党政机关带头实行绿色办公，居民

生活简约低碳。已在全区超市门店和农贸市场全面限制使用塑

料购物袋；全区 40%的城镇集贸市场、果蔬批发市场推广净菜进

城；在全区星级酒店、大型连锁酒店、餐饮店限制使用一次性

消费用品，开展“光盘行动”。二是“智慧建设”促减量。建

设智能化监管平台，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通过智

能管理卡、二维码、视频监控、智能分类等设施，建立线上线

下融合的垃圾分类管理服务体系，实现精准投放、问题追溯、

数据共享等全过程智能化监管，提升源头减量化水平。截止目

前，全区已累计完成 61个智慧化管理小区（村）建设。三是“宣

传教育”促减量。积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进机关、进学校、进

企业、进社区（农村）等“八进”活动，深化“六个一”敲门

行动，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多方渠道资源，开展全方位宣传，

坚持生活垃圾分类宣教全员化常态化，形成人人参与源头减量

新局面。组织机关干部、义务宣传员、志愿者等 25000 余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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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入户指导宣传，举办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培训 6000 余期，制作

和分发各类生活垃圾分类宣传资料 125万余份,2019年-2020年

目前，已有 531 篇信息被省市区等媒体录用，其中省级媒体 44

篇，国家级媒体 6 篇。 

三、实施创新激励，提升垃圾分类精准投放 

一是“激励创新”常态化。大力推行“易腐垃圾”精分模

式、垃圾桶“二维码”、“桶长制”督导、“共管共治”多种

精准投放新模式，稽山街道美东社区、森海社区等 10 余家单位

定期开展易腐垃圾“有奖收购 集券兑换”试点行动，寓教于乐

学分类，以奖代罚促分类。二是“共建共管”契约化。运用党

建引领、多方签约、责任划定、星级挂牌、四平台挂钩等手段

和途径，分步实施“商约、签约、亮约、履约、评约”五约法，

明确双方需求和任务，推动垃圾分类治理工作，探索垃圾分类

“契约化”共治模式。三是“强制分类”网格化。实行区、镇

街、村（社区）三级“网络长”管理体系，分级制定“网格长”

工作职责，通过区对各镇街、区对各部门、镇街对各社区（村）

三张表考核，加强上下级“网格长”的日常监督，确保层层压

实责任。在城区主要道路和商贸区探索实施生活垃圾分类“路

长”制，形成守点分片巡查整治为保障，守点归集上门收运为

基础，规范保质共重的垃圾分类管理机制。 

四、实行提档升级，强化垃圾分类规范收运 

一是集置建设规范化。在塔山、府山、北海、稽山、城南、

迪荡、灵芝 7 个街道的 585 个各类住宅小区全面推行集置点建

设，基本建成运作顺畅的分类收运体系。二是车辆配置标准化。

完成中转站和分类清运车辆提档升级改造，全面更新分类运输

车辆，确保分类标志标准化清晰易辨，实行分类专线运输。三

是收运模式多样化。依据垃圾类别、产生量、收运频次、收运

方式，建立健全定时、定点、定线的收运体系，在城区主要道

路和小区全面推行实施垃圾分类收运“四分三定”模式，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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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垃圾应收尽收。 

五、探索深度利用，推广垃圾分类多元处置 

一是持续构建可回收网络。目前，越城区已引进和培育回

收企业 3 家，建成再生资源分拣中心 2个、回收站点 91个，实

现全区覆盖率 73%，老城区 7 个街道覆盖率 100%，发放回收积

分卡 82483 张，累计回收再生资源 9557.9 吨，兑换金额超 513

万元。专业回收企业通过大数据管理智能化运作，通过再生资

源回收 APP、“越城回收”微信小程序等模式，实现线上交投、

线下回收，拓展积分消费渠道，提高回收效率，增强用户粘性。

二是持续完善闭环效应。越城区现有镇街级、村级各类垃圾资

源化处置站累计 12 处，装机日处理设计能力达 64 吨，基本实

现农村易腐垃圾就地处置，打通了末端处置的闭环，实现垃圾

变肥料的资源化利用。三是持续探索综合利用。探索实施绿色

植物废弃物综合利用，以生物炭技术为核心，破解绿色植物废

弃物综合利用难题，着力推动新城市农村建设，构建低碳、高

效、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加快推进建筑垃圾处置终端项目建设，

到 2020年底，至少建成 1 个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 

 
上虞区打造“无废农业”发展新格局 

 

一是以“肥药两制”改革为抓手，大力推动肥药减量增效

行动。先后出台《绍兴市上虞区农业投入化肥定额制实施方案》

等政策文件，建立严格的化肥农药准入、管控和追溯体系。2020

年全区推广商品有机肥面积 6.24万亩，主要农作物测土配方施

肥 72 万亩次，实现不合理化肥减量 201吨。 

二是推动秸秆收储综合利用。积极构建“政府主导、市场

运行、农民参与”的农作物秸秆利用长效化机制，加快推进建

设秸秆收储和综合利用项目，已建成虞南、虞北秸秆粉碎中心 2

家，建立农作物秸秆收储网点 31个，覆盖各乡镇街道。已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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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企业 11 家，每年规模利用各类秸秆近 1万

吨。 

三是推进废旧农膜回收处置。2019 年出台《上虞区农药废

弃包装物、废旧农膜回收与处置实施方案》，整合资源，建立

财政补贴制度，构建废旧农膜回收处置机制，将废旧农膜回收

工作纳入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体系一并推进，打通了农药废弃

包装物和农膜回收体系的“最后一公里”。积极开展执法检查，

全年检查农资经营店、使用单位 118 家（次）。 
 

简  讯 
 

1、近日，市无废办印发《绍兴市推进全省全域“无废城市”

建设目标清单》及相关责任清单、任务清单、项目清单。 

2、绍兴市“无废城市”信息化平台继续根据使用情况对平

台进行升级，印发《关于更新政策法规的函》，督促市级有关

部门更新平台咨询查询版块固废相关政策法规、技术标准；陪

同市委改革办赴市卫生健康委就深化医疗废物监管改革事项开

展调研；继续修改生态环境部专题报告内容。 

3、2020 年，全市创建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 12 个，创建

高标准示范小区 60 个，建设生活垃圾装置点 681个，规范喷涂

生活垃圾清运车辆 774辆，新购置生活垃圾清运车辆 180 辆。 

4、近期，柯桥区卫生健康行政执法队持续推进医疗机构医

疗废物处置管理监督检查，结合医疗机构防疫专项检查，出动

执法人员 40 人次，检查家次 20 家，重点对各民营医疗机构医

废处置管理强化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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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 辑：茹海燕             审 稿：钱进            签 发：方林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