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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 读读

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已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
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
益提高。

城乡环境面貌，不仅代表城市形象，反映居民整体素质，更关系
到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开展环境整治，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市
化进程的重要举措，也是让城市的发展更均衡更充分的手段之一。

随着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环境整治等政府职能重心不断下移，街
道乡镇逐步成为主体责任单位。在近郊涉农街道转型过程中，环境整治
是一道必考题，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

北仑小港街道位于甬江南岸，与镇海隔江相望，地域广袤，河网
密布，面积63.9平方公里，下辖38个建制村和14个社区，是一个具
有典型江南水乡特征的涉农街道。近年来小港接轨东部新城，城市化
快速推进，城乡环境整治破难攻坚率先提上日程。

本期，小港街道党工委书记柯静君作为受邀嘉宾，就环境整治与
城市品质提升这一话题，进行解析探讨。

环境整治，一场提升城市品质的持久攻坚战
——近郊涉农街道转型发展系列访谈之二

记者：当前，宁波正全力推进
“六争攻坚 三年攀高”行动，城
乡争优是一个重要内容。如何看待
环境整治与城乡争优关系？作为一
个半城半乡的近郊涉农街道，在推
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环境整治呈
现什么样的特点？

柯静君：环境关系民生，丝毫
马虎不得。比如河道污染、乱搭乱
建、散乱污企业经营秩序混乱、城
乡接合部环境脏乱差等等，这些问
题一度是近郊街道的痛点，更直接
影响着老百姓的生活质量。通过环
境整治，可以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生
活环境和居住条件，提升城市品质
品位，推进城乡争优。

小港是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启动区所在地，是宁波开发开放的
前哨，经济十分活跃，但也产生不
少环境历史欠账。现在我们建成区
有 4.3 平方公里，这片区域我们叫

“老城”；已在开发建设的近 3 平方
公里青墩片区，我们叫“新城”。
正在谋划启动的滨江地块，面积 7
平方公里，我们叫“未来之城”。
小 港 还 有 28 平 方 公 里 生 态 隔 离
带，里面散布着不少乡村。环境整
治，“老城”难题多，在城区，我
们主要依托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这
一抓手，外部提升“颜值”，里面
做好“微创”；在农村，我们主要
以“五水共治”污水零直排行动、

“三改一拆”为突破口，实施乡村
振兴，城市乡村两手抓，进行全域
治理。这是我们近郊街道进行环境
整治特有的方式。

在环境整治中，一定要让人民
群众得益，这是一个重要原则。比
如最近我们结合危旧房改造，把北
仑区卫生局、区粮食局等在小港闲
置的老旧危房，通过国资划拨，统
一整理出来，计划建设 7 个停车场
约 600 个车位，解决老城区停车难
问题，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只要
把事情做到老百姓的心里去，那工
作就好推进了。

记者：良好的城乡面貌，对城
市发展来讲，至关重要。近郊区域
城市化推进最为快速，对城市品质
也势必提出更高的要求。在环境整
治过程中，您觉得哪些问题最难攻

克？
柯静君：我觉得最难治理的是

城中村，这直接影响城市品质。小
港有两个城中村，目前还没有拆迁
计划。拿红联村举例，这个村有
2.2 平方公里，本地人口 3000 多，
外来人口 5000 多。人口密度大、
基础设施缺失，空间布局混乱，导
致环境卫生、消防安全、治安等问
题非常突出。城中村怎么管、怎么
改，是我们基层干部讨论最多的问
题，也是困扰我们的难题。

还有就是垃圾分类，这是一个
热点难点问题。分类标准不一、居
民积极性不高等，都是阻碍垃圾分
类顺利推进的重要原因。我们有本
地人口 5万，外来人口 10万，人员
素质参差不齐。与宁波城区居民的
环境意识相比，我们有较大的差
距。现在我们有 14 个社区和 38 个
建制村，分别都有试点在推。其实
环境整治和城市管理，关键在人，
在于居民的素质提高和管理者管理
水平的提升，这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需要循序渐进，久久为功。

记者：随着环境整治更深层次
推进，在体制机制上，你们有何创
新？

柯静君：我们的理念是抓牢关
键，但从“小处落笔”。为此，我
们成立了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行动
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规划设
计、环境卫生、道乱占、车乱开、
线乱拉、散乱污行业整治、水体清
洁、拆迁征收、美丽商业创建等12
个专项小组以及机动保障小组，实
行网格管理，全面定岗、定人、定
责、定时。

应该说，专项小组职能分得很
细了，比如涉及道路沿线整治、乱
拉电线、乱放养、拆违、剿劣等，大多
是小点，但只有扎实抓好每个小点，
才能各个击破。农村环境整治也是
一样，由专项小组主抓治水、拆违两
大关键问题，卫生保洁、治安巡逻等
小点则由村里整体统筹。

记者：环境整治中最让人头疼
的就是反弹。坚持不懈，方能见到
成效。你们有何良方？

柯静君：谈个很现实的问题，

盛夏到了，雨水少了，地方上最怕
的就是水质反弹。水的问题，是环
境治理的核心问题。事实上，治水
是一场系统而漫长的硬仗，能把水
的源头问题治理好，环境自然会提
升。近 3 年，在区、街道两级财政
支 持 下 ， 我 们 先 后 投 入 了 1.3 亿
元，每个村挨家挨户截污纳管，对
于散落在村里的企业，我们也把管
网通到企业“家门口”，从源头上
治理。到今年年底，小港要全部实

现污水零直排。
去年，我们的小浃江被评为浙

江“最美家乡河”，这得益于北仑
区先后投入 20 多亿元进行综合整
治。小浃江边的合兴村，因为水环
境好了，整个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村民的环保意识也增强了，真正可
以享受到“水清岸绿白鹭飞”的江
南美景。

还有垃圾分类问题，也是比较

容易反弹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做好
基础工作的同时，因地制宜推进工
作。比如，安置社区中，我们通过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可以带动
好几个大人；在年轻人较多的社
区，我们通过“老年漂”这个活跃
的群体去传导理念，逐步渗透；在
农村，这是一个熟人社会，则通过
党员带头发动工作。

记者：城乡颜值高不高，群众
参与度和获得感也是重要的衡量指
标。如何调动群众共治共管的积极
性，建立起快速响应机制，共同参
与城乡环境治理？

柯静君：一个环境优美、文明
有礼的区域面貌，承载着大家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在基层，班子好不
好，党建强不强，是很要紧的。我
们社区和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和党
员，冲在一线，带头整治拆除违
建、清理垃圾、处理乱堆乱放，积
极参与河道和乡道、村道清扫。还
有很多觉悟高的农村老党员主动做

“路长”、认领“门前三包”，自觉
布局庭院、洁净环境等，把自家的
小环境搞好。现在，我们基本形成
了基层党组织牵头、一线党员带
动、群众积极响应的氛围。

我 们 红 联 社 区 有 居 民 5000
户，常住人口 1.5 万，长期面临无
物业小区多、弱势群体多、外来人
口多的“三多”难题。我们孵化了
50多个功能各异的社会组织，形成
了 2000 多人的志愿者队伍，服务
辖区社区居民。红联社区有党员
136 名，其中 70%加入社会组织志

愿者队伍。我们主要依靠社会组织
的力量，党员带头发动群众，主动
参与社区治理，实现居民自治。

记者：环境整治永远在路上，
没有休止符。这就要求政府以“绣
花功夫”，从细节入手，注重平
常，坚持经常，而不是走过场。你
们如何提升管理水平？

柯静君：现在省里在推“四个

平台”建设，也就是综治工作、市
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四个
功能性工作平台。这里面，我们目
前有 95 个网格长，495 名网格员，
他们每天在巡逻并向平台汇总信
息。

这 495 名网格员以及他们建立
的微信群中的“群众”，就是移动

“探头”，可以深入到每个边角和监
控盲区，不断去发现问题。比如哪
个死角有居民偷倒垃圾、哪个排污
口有污水偷排，网格员都会第一时
间上报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发现
机制。我们要充分发挥好移动“探
头”的作用，一边发现，一边马上派
出相关人员去解决问题，实现高效
管理。干什么、怎么干一目了然，同
时实现网格运作效率“再提升”。

记者：在环境整治过程中，还
有什么问题亟待解决？

柯静君：现在比较困扰我们的
就是装修垃圾和工业垃圾的处理问
题。生活垃圾已经有一套比较成熟
的运作处理机制。可随着生活水平
的提高，装修垃圾每年都在增加，
导致经常出现乱堆乱扔的现象。旧
沙发、旧床垫这些大型的垃圾，垃
圾回收站是不接收的。装修垃圾往
哪里去，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
题。全部通过环卫站拆解处理，工
作量较大。现在我们街道辖区内有
一家企业，可对装修产生的混凝
土、砖块等通过破解，制造透水砖
进行循环使用，一定程度缓解了装
修垃圾处理压力。

还有就是中小企业工业垃圾偷

倒问题。大企业实力强，基本上与
专业的固废公司签订协议，有专门
的处理渠道。可很多中小企业没有
这样的条件，绝大多数是服务外
包，找私人单位把垃圾运走。而这
些垃圾的去向，如何处理，就成问
题了。下一步，我们将通过逐家排
查，弄清底数，要求企业规范处
置。同时，加大执法力度，杜绝偷
倒乱倒现象。

基 层 音 符基 层 音 符

长山社区党支部书记黄
丹霞：

随着绿色生活的理念不
断普及，社区都在倡导垃圾
分类。我们是典型的安置社
区，居民环保意识相对薄
弱，推广难度比较大。我们
动了很多脑筋，比如推广

“小手拉大手”活动，发动
小朋友进行垃圾分类，并开
展优秀家庭评比活动，通过
孩子的带动，让更多家长参
与进来。相比苦口婆心地劝
导、挨家挨户宣讲，由孩子
带动家庭积极响应绿色生
活、加入生态文明的优化行
动，这样的宣传、倡导方式
更能提高居民的参与度。

红联社区志愿者虞伟
君：

我是镇海炼化的退休职
工，退休后就加入了社区志
愿者队伍，主要负责环境卫
生这一块。红联社区老小
区、无物业小区特别多，小
区牛皮癣、小广告多，菜场
周边垃圾乱倒等现象也是屡
禁不止。我们每个工作日都
有志愿者在服务，可有时候
我们前脚刚把小广告清理
完，后脚就有人把广告重新
贴上了，志愿者花了很多心
血，却做了“无用功”。我
认为，把环境问题搞好，最
重要的就是全民动员，不断
提升居民素质。

红联社区党委书记徐寅
红：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
带。我们社区专职社工只有
12 人，要服务 1.5 万人口，
真忙不过来。现在社区孵化
培养了 55 个社会组织，他
们发挥自身优势，拓宽了社
区服务领域，也使服务更为
多样化。环境绿化管护、无
物业小区自治，这些难点问
题，基本由社会组织承担解
决，这也大大减轻了社区的
负担。像前进小区是个无物
业老小区，以前环境问题特
别多，自从有了“义管家”
志愿队伍，矛盾和问题大大
减少。

背景透析

人物名片：柯静君，1993
年参加工作，现任北仑区小港街
道党工委书记。

小浃江景色小浃江景色。。((王金忠王金忠 厉晓杭厉晓杭 摄摄））

居民在新建的江边公园跳舞居民在新建的江边公园跳舞。。（（贺剑君贺剑君 摄摄））

““小手拉大手小手拉大手””，，小港街道红联社区倡导垃圾分类小港街道红联社区倡导垃圾分类。。（（余澹余澹 厉晓杭厉晓杭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