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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彭璐

率先试点工业固体废物规范化管理
按照“全覆盖、分级分类、落实去向”的工作思
路，松江对全区产生、贮存、收集、利用、处置工业固
体废物的单位展开了情况排摸。据统计，全区共有
3720 家产生工业固废的企业，日均产生固废 1424
吨，
其中综合利用 1282 吨、末端处置 142 吨。
在掌握总体情况后，
松江区在全市率先开展了工
业固体废物规范化管理试点工作，
建立工业固体废物
收运及处置体系，
形成从源头到末端的闭环管理。
截至目前，全区各街镇、园区已建成 22 个工业
固体废物中转站，切实提升了区内固体废物贮存能
力，解决了无主固体废物暂存的问题。各街镇、园区
中转站固体废物收集和转运等情况可通过工业固体
废物收运视频监控系统实时勘查。借助“固废管理
平台”系统，工业固体废物合同申报、转移联单填报、
信息推送等过程实现了信息化管理。

多措并举提升生活垃圾管理实效
“从新松江路滨湖路到谷阳路，以前至少需要
半天的时间才能完成所有沿街商铺的垃圾上门收

畅通医疗废物收运
“最后一公里”
除了生活垃圾，医疗废物也一直被视为城市管
理中的难点。新《固废法》中新增了相关重要条款，
包括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管理、实行集中处置等。
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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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塑料在一楼车间经过分拣，进入二楼车间
造粒，经由设备加工，一卷卷 PET 塑料膜就制成了，
整个处置过程没有造成环境的二次污染。在位于车
墩镇的上海宏辰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这种“变废
为宝”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
去年 9 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
（简称《固废法》）施行。新《固废
法》尤其强调全过程管理，不仅针对产废单位，委托
单位同样承担连带责任。
作为一家从事废旧金属、塑料、纸板等废旧物
资回收处理的专业化企业，宏辰在 2016 年开始着
手引进先进、环保的设备生产加工废塑料制品，从
产 废 单 位 收 购 到 末 端 处 置 ，实 行 全 流 程 管 控 。
2019 年至 2020 年，宏辰回收利用废塑料 3 万余吨，
金属类、贵金属类、非金属类再生资源 6 万余吨，
提供给下游供应商用于新产品生产，资源利用率
近 100%。
宏辰的转型正是松江众多企业绿色发展的缩

集工作，现在 1.5 小时就能搞定。”去年，新森林公
司启用了沿街商铺定时定点垃圾收运小程序，通
过“互联网+环卫”大大提升了垃圾收运的效率，
这令新森林公司方松保洁队垃圾收运员潘国云欣
喜不已。
倒垃圾也能运用人脸识别，分类箱门可以扫码
开启，垃圾分类不清、投放错误，系统后台可全程追
溯，如今的垃圾房也在迈向智能化。根据《松江区垃
圾房改造建设标准》，松江完成了 828 座生活垃圾房
和 1920 个居住区投放点的提标改造，其中就有 160
个智能垃圾房投入使用。此外，规范配置的新型密
闭式湿垃圾车让湿垃圾告别了“跑冒滴漏”，
“车过不
留痕”获市民纷纷点赞。
与此同时，已建成的天马垃圾综合处置中心、湿
垃圾资源化处理厂、建筑装修垃圾资源化处理厂与
西部、浦南、新浜等 3 座生活垃圾转运站相配套，加
上 17 座建筑装修垃圾临时分拣中转站的设立，使得
全区垃圾末端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松江区坚持对生
活垃圾分类精细化管理常抓不懈，从多方面有效提
升了生活垃圾管理实效。

心有所畏 警钟长鸣 推动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在全区党员干部中引起热烈反响 ——
程向民在区纠﹃四风﹄树新风警示教育大会上的讲话

□记者 符静
王梅 张小小

驰 而 不 息 严 抓 纠“ 四
风”树新风，为奋力创造松
江高质量发展新奇迹提供
坚强政治保证。近日，区
委书记程向民在全区纠
“四风”树新风警示教育大
会上，对加强党的作风提
出要求。
程向民的讲话切中时
弊、内涵丰富、要求明确，
充分表明区委坚定不移
全面从严治党、坚韧执着
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
展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
心，在全区党员干部中引
起热烈反响。

松江女将斩获
全运会手球铜牌

心有所畏：以敬畏的
态度面对人民所托
松江各大农贸市场、综合市场开展每日标准化、规范化环境消杀工作，保障市民的“菜篮子”安全。
图为浦南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工作人员在开展消杀工作。
记者 蔡斌 摄

松江推进医保服务事项
“不见面办理”

全市首项“医疗费零星报销”网办服务上线
本报讯（记者 张捷） 9 月 1 日起，松江区“医疗
费零星报销”全程网办公共服务事项上线。在本市
参加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本区居民，可在上海一
网通办官网申请办理“医疗费零星报销”，待审核通
过后便有快递员（目前只支持收件地址在松江区内）
上门取件，这让居民“零跑动”即可实现零星医疗费
报销。据悉，
松江是全市首个推行该项业务的区。
记者日前在区行政服务中心综合窗口遇到了前
来办理“医疗费零星报销”的岳阳街道居民刘洪想。
工作人员在核查信息时发现，刘洪想所携带的材料
中缺少发票明细，现场容缺受理后，便提醒他补齐材
料再来办理。
“ 我也不知道报销具体要提供什么，就
把该带的材料都带来了，没想到还是少了。”刘洪想
说。随后，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工作人员陈元上前
告知刘洪想：
“ 我们现在推出了网上办理‘医疗费零
星报销’的服务，以后您可以在网上自助申请。页面
上会提醒您需要提交的信息和凭证，这样就可以避
免今天出现的这种问题。您也能少跑路。”
“医疗费零星报销”全程网办是区医保中心运用
“互联网+”技术，在保障居民医保基金信息安全的前

提下，推进医保服务事项“不见面办理”的有益尝
试。目前，
“ 医疗费零星报销”全程网办还在推广和
完善阶段。
据介绍，
参保人员可以办理
“医疗费零星报销”
的
情况有以下 3 种：
在外省市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产
生急诊的医疗费；在本市因院前急救发生的医疗费、
医疗保险卡报损或报失期间产生的门急诊医疗费；
就
医关系转外省市的参保人员在外省市居住地发生的
门急诊医疗费、
急诊观察室留院观察、
住院医疗费。
市民可以登陆“一网通办”
（电脑端）选择松江医
疗保障局，根据要求填报信息。
“ 虽然页面显示的提
交内容有很多，但大家不用担心，只需按照要求填报
标有星号的内容即可。完成提交后，我们的工作人
员会对内容进行审核，正常情况下，市民在审核通过
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会收到报销款。”陈元介绍道。
下一步，区医保中心将继续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用大数据思维优化医保网上服务，在确保线上高质
量服务的同时，持续为市民提供高效便捷的医保服
务，让“全程网办”延展到医保服务的更多事项中，真
正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记者 张小小） 第十四届全运会女子手球和帆
船女子 49 人级两个项目日前落下帷幕。记者获悉，由松江
区输送的武娜娜和胡娜娜两名“女将”分别获得手球铜牌和
帆船第四名的好成绩。
武娜娜是第四次参加全运会，这一次，她以一枚铜牌的
好成绩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句号。在铜牌争夺战中，
武娜娜所在的团队对阵东道主陕西队，她们用强大的防守
反击赢得了最后胜利。
“比赛期间武娜娜旧伤复发，最后一
场，她还是打了封闭针上场的。”武娜娜曾就读的松江七中
副校长沈利透露。
武娜娜从小就有着超出同龄人的身高优势，并喜爱篮
球运动，初三时又被上海市手球队相中，成为市手球队运动
员后的十多年间，她一直是上海队的主力队员，还曾是最佳
得分手。2010 年，武娜娜入选国家队，并在 2018 年亚运会
获得银牌。
在帆船女子 49 人级项目中，1991 年出生的胡娜娜与队
友配合默契、愈战愈勇，常年征战积累下的丰富经验和较强
综合能力，使她们不论在晴天或雨天都表现稳定。2004 年，
13 岁的胡娜娜以体育特长生身份进入松江二中教育集团初
级中学。两年后，她入选上海市水上运动中心赛艇队，并于
2008 年成为上海队的帆船项目运动员。
“老选手上场表现更
稳定，考虑再三，团队选了她。”胡娜娜在学校训练期间的教
练胡毛珠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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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风”问题是危害党
的执政根基的直接表现，
是管党治党宽松软的必然
结果，是严重破坏政治生
态和发展生态的重要因
素，是干部政治生命终结、
违法犯罪的先导引线。程
向民强调，全区上下要增
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
上的政治自觉，清醒认识
“四风”问题的政治本质和
政治危害。
区妇联组织联络部部
长吴冬梅表示，本次大会
让 自 己 深 受 教 育 ，对“ 明
权 责 、知 敬 畏 ”有 了 深 刻
认识。
“身为一名群团干
部，曾感慨自己没有多少
‘ 权 ’，但 现 在 细 细 想 来 ，
只要是公务员，多少都会
和公共资源的配置、公共
服务的提供、公共管理的施行、公共安全的把控相
关。所以不论身处何种岗位，有职责必有权限，需
要用更加审慎和敬畏的态度来面对人民托付的事
情。”吴冬梅坦言，今后将在工作中密切联系广大
妇女群众，以好作风树好形象，同时以“我为妇女
群众办实事”等工作为抓手，团结凝聚全区广大妇
女，为建设“科创、人文、生态”现代化新松江贡献
巾帼力量。
作为一名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九亭镇纪委副书
记屈明月也深刻认识到纠“四风”树新风有着重要性
和紧迫性。
“ 我将把‘严’和‘实’的要求贯穿到工作
中，以永远在路上的韧劲把纠‘四风’树新风长期抓
下转第七版
下去。”屈明月说。

程向民会见钱鹏鹤张栋一行 双方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影。过去一年，松江区高度重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工作，以贯彻落实《固废法》为契机，推动固体废
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压实政府、企业、社
会责任，扎实推进全领域全过程管理，加快推动本区
绿色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韩海峰） 昨天下
午，松江区与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召开座谈会，共谋集成
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并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区委书记程向民会
见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首席执行官钱鹏鹤，董事、
首席运营官张栋一行。
程向民表示，迈入新发展阶段、
落实新发展理念，双方要携手共建
共享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国家战略
重大机遇，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加强前瞻性思
考、全局性谋划，共同成就移远通信
全球战略的重大布局。要聚焦集成
电路国家战略产业，强化产业链、构
建创新链、打造人才链，攻坚“卡脖
子技术，共谋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
发展，携手迈向远大前程。松江将
以此次签约为契机，聚焦项目需求，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更加精准的
制度创新和更加有效的制度供给，
全方位提供精准性服务，全力推进
合作项目建设。希望移远通信能加
快项目落地投产，早日驻足松江、扬
鞭四海。
钱鹏鹤表示，长三角 G60 科创
走廊推动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前景
令人振奋。松江在营商环境、科技
创新、金融服务等方面具有显著优
势，是一块充满机遇的投资热土，合
作前景令人期待。企业将以此次签
约为契机，充分依托松江在吸引人
才、配置资源、推动全产业链发展等
方面的优势条件，加快在松投资布
局，努力提升创新浓度、经济密度和
产出力度，为推动“科创、人文、生
态”
现代化新松江建设作出贡献。
会上，
松江区人民政府与上海移
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
区政府
将积极牵头移远通信对接相关职能
部门落实各类各级产业、
科技、
人才、
项目政策，
支持移远通信在松打造全
球研发中心与重点实验室基地等。
区委常委、副区长赵勇，副区长
刘福升，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杨中志、副总裁
郑雷等参加会议。

松江区与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座谈会召开

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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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国家战略重大机遇 共谋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

松江区贯彻落实新《固废法》成效初显，推动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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