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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苏州工业园区湖东社工委
铂悦府小区，垃圾分类投放点逐渐热闹起
来。居民们排起长队，在督导员和志愿者
们的指导下依次投放垃圾。作为湖东首
个推行垃圾分类的小区，试点近一年来，
铂悦府的定时定点投放率从60%提升至
95%以上，投放正确率从50%提升至85%
以上。

以铂悦府等一批试点小区为基础，湖
东社工委不断强化顶层设计和氛围营造，
加速推动“定时定点定人督导”的“三定一
督”模式在整个辖区内落地，全力答好“垃
圾分类”这道城市管理必答题。

“一小区一方案”分类施策

11月11日，玲珑湾花园小区完成垃圾
分类点位建设，成为湖东垃圾分类大家庭
的第66名成员。至此，湖东“三定一督”小
区覆盖率达81%。

“推广垃圾分类不可能一蹴而就。”湖
东社区党工委书记、社工委主任朱利萍
说，湖东辖区内，小区众多、人口密集、业
态环境复杂，推广压力很大。针对这一情
况，湖东社工委的方法是，鼓励各小区发
挥主观能动性，根据自身特点制定特色方
案。据统计，湖东共有37个社区，规划85
个商品住宅小区，目前已有81个小区交付
使用，占整个苏州工业园区商品住宅小区
的 35%。在已交付使用的小区中，超
2000户的大型小区有14个，兼有别墅、叠
加、多层的混合形态小区有29个，商住两
用小区9个。

在前期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湖东社工

委精心设计，以“不同业态不同模式、一小
区一方案”的理念逐步推进“三定一
督”——

在商住混合的金匙望湖楼宇，企业多、
居民少，推行难度相对较小，社区设置了一
个集中投放点；在既有别墅又有高层的海
悦二区小区，为了让不同群体都能享受到
便利，社区分不同区域设置了多个投放点；
在人口规模超2000户的海悦馨园小区，社
区采用“先易后难”的方式，先从接受度高、
争议少的楼栋开始实施……

“垃圾分类是一项系统工作，具体又包
括投放时间、点位设置、制约措施等一系列
细节问题。”玲东社区书记顾芳举例，“光是
为了确定投放时间，我们就进行了多轮讨
论。考虑到社区居民中上班族多、年轻人
多，我们最终选择上午7点半至9点半、下
午6点至晚上8点两个时间段，可满足大部
分居民的需求。”

在分类施策的前提下，湖东注重从“个
性化探索”中总结出“共性化经验”。今年6
月，《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实施
后，湖东社工委立即抽调骨干力量组建“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专班”，下设执法保障、监
督考核、设施采购、新闻宣传、综合协调五
个工作组。工作专班每月召开例会，其中
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及时分享和推广各社
区的优秀做法。

“从盆景到风景”逐步推广

“普通干电池属于‘其他垃圾’，纽扣电
池属于‘有害垃圾’。你这包是玩具里用的
干电池，请投放在蓝色桶中。”11月18日早

上7点半，社区志愿者姚志根准时来到玲
东花园小区的垃圾投放点，手把手教居民
扔垃圾。晚上8点，投放点关闭后，姚志根
又主动留下来，帮助督导员打包可回收物、
清理地面。

“垃圾分类利国利民，党员当然要带
头。”姚志根是一名退休老党员。一年前，
他主动请缨，担任垃圾分类志愿者。在湖
东，像姚志根这样积极参与到这项工作中
来的党员志愿者还有不少。

“推动垃圾分类‘从盆景到风景’，群众
工作是第一关，也是最关键的一关。”湖东
社区党工委委员、社工委副主任谭永哲
说。目前，湖东每个社区都建立了以党员
骨干为主的志愿者队伍、以居民小组长为
代表的宣传推广队伍、以物业保洁为代表
的督导员队伍。做好群众工作，要抓好用
好这3支队伍，推动居民理念实现从“要我
分”到“我要分”的转变。

以东湖林语社区为例，11月初，社区启
动“三定一督”，但相关宣传工作早在3个
月之前就已全面铺开。“我们先后举办了大
大小小21次宣教活动，招募培养了一批有
热情、有知识、有专业的垃圾分类督导员和
志愿者，通过反复讲道理、耐心教方法，调
动居民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东湖林语社区
书记蒋芬菲说，因为前期宣传到位，社区垃
圾分类工作进展顺利。

统筹多方力量长久“续航”

“垃圾分类工作开展前，湖东辖区每月
生活垃圾清运总量为3199吨左右；垃圾分
类工作开展后，垃圾清运量一路走低，到今

年9月，已降至2788吨。”一组对比鲜明的
数据，充分展现出湖东垃圾分类的成效。

其中，参与首批试点的朗诗国际小区
表现格外突出，每日减量率高达49.69%。
朗科社区书记谭利莉透露数字背后的“秘
诀”。“垃圾分类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光靠
社区远远不够。”她说，社区就多次邀请物
业、业委会共同协商，结合苏州及苏州工业
园区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相关政策，梳理
形成适合社区实际情况的工作清单。

“大家面对面坐下来谈，分析了各自的
优势，明确了各自的职责。”如今，在朗诗国
际小区，社区负责统筹，物业公司负责保证
投放点周边环境清洁，业委会负责发展居
民志愿者做好辅助工作，三方配合默契，推
进效率大大提升。

国际水岸社区则将触角延伸到社区之
外，充分利用社会力量为垃圾分类工作“续
航”。依托区域党建平台，社区党支部将垃
圾分类纳入基层党建任务清单，牵头苏州
银行零售总部党委、星洲学校党总支、西安
交通大学苏州附属初级中学党委、星慧幼
儿园党支部等区域党建联盟单位，共同推
出“党建引领携手同行 垃圾分类共筑文
明”项目。其中，企业侧重为垃圾分类工作
提供基础设施保障，学校则重在为社区提
供充足活跃的志愿者资源。

通过“社区送课进学校”与“学生争做
社区垃圾分类志愿者”的双向互动，国际水
岸社区将辖区内的学校打造成为垃圾分类
前沿阵地，以“小手”拉“大手”推动整个社
区的垃圾分类工作。

本报通讯员 黄文娟 吴黛君
本报记者 孟 旭

苏州工业园区湖东社工委超八成小区完成“三定一督”

垃圾分类，“有你参与就不累”

本报讯 11月19日，第十三届中国·双凤羊肉
美食文化旅游节暨2020太仓双凤金秋经贸月专场
活动开幕，挖掘羊肉餐饮文化内涵，为双凤旅游、餐
饮业和休闲生态农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太仓双凤镇已举办过十二届羊肉美食节，本届
羊肉美食文化旅游节是“身边的小康·金秋看双凤”
系列活动重点项目。在为期两个多月里，通过举办
金秋经贸月、羊肉美食民间厨艺大赛、田埂马拉松、
大型慈善晚会和“遇见双凤”抖音大赛等活动，展示
双凤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以及羊肉美食文化、龙狮文
化、双凤山歌等非遗文化。

开幕式上，作为羊肉美食节的一项重点活动，
总投资14亿元5个重点投资项目签约，涉及精密机
械、汽车零部件等领域；宝骅密封等总投资17.3亿
元10个项目竣工，达产后将新增年产值19.3亿元；
太仓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金双凤集团有
限公司共建的科创中心项目等5批合作项目进行
战略合作签约……一批批项目竣工、签约，彰显出
双凤镇在赋能长三角一体化的进程中抢抓机遇，以
踏实的创新举措积聚发展动能，以大而强的项目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担当作为。

太仓双凤镇党委书记盛海峰表示，双凤镇将以
本届羊肉美食文化节为新起点，提炼双凤福地文
化，围绕“特色产业集聚区、产城融合新片区、生态
保护示范区”定位，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提升现
代城镇能级，彰显生态文明魅力，擦亮“福地新双
凤”成色。 （范昕怡）

太仓双凤镇
举行羊肉美食文化旅游节

本报讯 初冬时节，来到吴江区平望镇中鲈村
东首港，细碎的绿意缀饰着小桥流水人家，简朴而
平整的道路中不时有小汽车缓缓驶过，组合成一幅
美好的小康乡居图。难以想象，8个月前，这里还因
乱搭乱建而成为整个自然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
痛点、难点。为清除“乱搭乱建”现象，中鲈村东首
港以试点打造“无违村”为契机，入户排查、反复沟
通，说服村民们同意拆违，并于今年三月以来，狠抓
拆违工作推进。

农村违章建筑整治一向是农村人居环境工作的
痛点难点。今年起，平望镇结合“331”出租房整治行
动，坚持用好“四个法宝”，通过全面摸排并建立清
单、加强宣传与群众监督、实时上报督查进度、全力
推进兼试点先行多措并举，加大农村违建辅房拆除
力度，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村民幸福指数。

为形成任务清单，各村全员下沉入户排查摸
底，按月细化工作任务，有计划地推进整治行动深
入开展；为加强宣传，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发放整治
告知书，宣传和讲解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要求，引
导群众积极支持和鼓励村民自主整治；为抓实整治
进度，每日收集、汇总、分析各村上报整治数据，形
成“日日报，月月清”工作方法，辅助整治工作有序
开展；为实现以点带面，以打造“运浦湾”农文旅示
范区为契机，使中鲈村、上横村先行“无违村”创建，
成为环境优美、生态宜居的农村样板。 （陆洁晴）

吴江平望镇
“铁腕”整治农村违建

深秋初冬，太湖洞庭山橘子正红。驱
车从太湖大桥驶入吴中区金庭镇，湖面上
泛起迷人的波光，山上宛若打翻了调色盘，
眼前的景色令人心醉。

来到位于西山岛最西端的衙甪里柯家
村的民宿“吾乡山舍”，小院里粉墙黛瓦，流
水环绕，一派江南田园人家的清新典雅气
息。看到记者到来，女主人凌春燕连忙招
呼大家走进茶室，泡上一壶碧螺红茶，再端
出当天刚采摘下来的洞庭红橘，邀请大家
品尝。

这家在自家宅子上建起的民宿，凌春
燕夫妇已经经营了八年。“我之前在酒店工
作，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发现许多游客来到
岛上，并不满足于住在酒店，还十分渴望体
验农家生活。受限于当时硬件设施和接待
能力不足，酒店无法满足游客们的全部需
求。”凌春燕说，2008年前后，自己“跳”出
酒店和妹妹在岛上开起了农家乐；四年后
的2012年，她和丈夫蒋建宏“另起炉灶”，
回到柯家村经营起民宿生意。

“别看民宿现在内外环境优美，但在刚
开始的时候，却是另外一副模样。”回忆创
业之初，凌春燕说，柯家村曾经是个闭塞荒

芜的“山沟沟”，茅草齐腰，交通不便，外面
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去，直到2012
年，村里都还是泥路，为了修建民宿，他们
甚至要穿着雨鞋进村量地。

路通了，人气才能“通”。2014年，西
山环岛公路全线通车，柯家村因公路穿村
而过，从闭塞的“桃花源”一下成了人们向
往的“湖居胜地”。游客们来到这里，吃着
农家菜，亲自采摘碧螺春茶、枇杷、杨梅、柑
橘等农产品，太湖的吸引力加速释放。“吾
乡山舍”外靠好生态好环境，内靠自家的好
厨艺、装修中处处体现出的乡愁文化以及
优质周到的服务，名气也越来越响，去年还
成功入选“苏州乡村旅游十大精品民宿”。

与凌春燕夫妇“耕云种月”式的生活不
同，位于石公半岛上明月湾古村附近的“橘
香园”，则是另外一番“风景”。

“橘香园”的老板蔡寅峰是个80后，
2006年，靠着开出租车积攒下来的“第一
桶金”，他在太湖边的自留地里搭起两间

“茅草屋”，做起了餐饮生意。“因为地里原
本种满了橘子树，我就将饭店起名为‘橘
香园’，通过不断改造，逐渐发展为吃、住
一体的农家乐。”蔡寅峰说，原本来岛上的
游客很少留宿，最多吃顿饭，当天就回去
了，这几年，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住下来
细细品味太湖的好山好水，也拉长了消费
产业链。

看到市场的变化，蔡寅峰有了新想法，
他开始租下村里闲置房屋，并引进专业的
运营管理团队，走上产业化道路。2019年
5月，他与朋友合伙开出了“惬亭·风聆”酒

吧，这个西山岛上的第一家酒吧一炮走红，
安静的太湖从此也有了“夜生活”；今年7
月，他在镇上开设音乐餐厅，吸引了更多的
本镇客人来店消费；今年10月，通过引入
社会资本全新运营的民宿——“朴宿”正式
对外营业，首月已经实现盈利。靠着多元
经营，蔡寅峰几家店的营收今年预计将突
破1000万元，而令他更为欣慰的是，自己
的创业还带动了周边40多名乡亲的就业。

告别“橘香园”和蔡寅峰，驱车驶离西
山岛，再次经过太湖大桥穿过渔洋山隧道，
很快便到了素有“湖光山色，洞天福地”美
誉的光福镇。在距离全国四大赏梅胜地之
一的“香雪海”不足一公里处，有一家名为

“吾山居”的民宿，主人是一对90后小夫
妻。丈夫郁锦冠原本是苏州轨道交通公司
的一名调度员，妻子戴安琪则在光福镇上
的旅游公司上班。由于酷爱旅游，两个年
轻人前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辞去工
作，离开城市，回到光福开民宿。

“光福是历史文化名镇，也是中国雕刻
之乡，借助太湖好山水和工艺美术吸引力，
经营民宿大有可为！”辞职后，他们请来苏
州园林有限公司，对自家闲置的园子进行
设计、打理和改造，去年7月，“吾山居”正
式运营。走进这里，亭台楼阁、假山堆叠、
鱼戏碧波的江南风景跃然眼前，让人仿佛
置身于苏州园林之中。因为设计精巧，开
门迎客没多久，这里就获得了太湖度假区
最美民宿一等奖、吴中区民宿设计大赛第
二名等多项荣誉。

开店难，守店更难。作为光福镇上最

年轻的民宿老板，很多事务郁锦冠都选择
亲力亲为。“记得有一个月，每天半夜都会
有人来办理住宿，有时甚至一晚上要起来
三次，第二天还要早起买菜为客人准备早
饭。”郁锦冠说，从一名生活“小白”，到菜场
的老熟客，现在的他，配齐一桌菜只需要半
个小时，比以前节省一半时间。

功夫不负有心人，凭借精致周到的服
务，“吾山居”在度假区民宿圈子里的名气
越来越响。受今年疫情影响，尽管民宿从3
月底才开始恢复营业，但周末的入住率基
本都保证在7成以上，这给了小两口更大
的信心。为了让民宿更具特色，他们还经
常在园子里组织昆曲、评弹雅集，这让远道
而来的游客感受到别样的苏式风情。此
外，郁锦冠还在周边35亩山头上种下黄
桃、梨、枇杷等作物，今后将开发特色采摘
项目，给光福农旅融合发展增添一抹亮色。

便利的交通，让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
假区的旅游格局整体变了样，“太湖蓝”串
起的资源越来越多，吸引着越来越多年轻
人在这片山水之间奋斗，也“点亮”了更多
的太湖人家。随着农文旅产业蒸蒸日上，
太湖旅游度假区也通过行业监管、政策引
导和精品培育等多项举措，引导民宿朝向
规范化、优质化运营，致力将民宿经济打造
成为全域旅游特色优势产业和农旅融合的
标杆项目。目前，整个太湖度假区内已建
成农家乐民宿620家，直接带动就业3000
余人。数据显示，今年1至10月，度假区农
家乐民宿收入已达到3.68亿元。

雷 霆 顾洁婧 盛 峥

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山水山水++乡愁乡愁””吸引更多游客吸引更多游客““住下来住下来””

民宿经济民宿经济““点亮点亮””太湖人家太湖人家

本报讯 近日，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331”集中
开展餐饮服务行业综合整治，着力消除各类污染扰
民问题和消防安全隐患，辖区餐饮服务行业综合治
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显著提升。

开发区首先明确任务，梳理清单。专门制定整
治方案，明确了30大项、44类指标，针对开发区范
围内的所有存量和新开设的餐饮服务经营单位，梳
理出近百项整治标准清单。坚持联系实际，分类整
治。对不符合标准且愿意整改的餐饮单位，主动帮
助其及时通过整改达到标准；对愿意整改但不具备
整改条件的，根据实际情况要求其转向经营并实施
严格监管。同时依托吴中区联动中心平台，建立开
发区餐饮整治系统平台，嵌入网格化治理体系，形
成了梳理、研判、整改、督导的工作闭环。此外针对
新增餐饮经营单位，各相关职能部门还按照“证照
联办、批管结合”的工作流程，开展联合预审，从源
头上把好关，实现长效管理。

目前，开发区范围内2437家餐饮单位，已整改
完成2089家，其中通过整改验收1737家，切实保
障了群众的“舌尖安全”。 （许 烨）

吴中经开区
开展餐饮服务行业综合整治

本报讯 连日来，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生态休
闲旅游度假区多点发力，以一系列务实举措推动农
村人居环境“旧貌换新颜”。

在优化农村人居环境的过程中，阳澄湖度假区坚
持以党建引领各项整治工作，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
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同时依托网格员和新时代文明志
愿者的力量，将曾经脏乱的拆迁村落一步步打造成为
风景秀美的宜居村庄。此外，阳澄湖度假区还充分利
用宣传栏、广播、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广泛宣传
推广各地的好典型、好经验、好做法，努力营造全社会
关心支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良好氛围。

以洋沟溇村为例，该村把握推进新时代文明实
践的机遇，通过修订完善村规民约、成立红白理事
会、开展检查评比活动等举措，充分调动村民自觉
维护人居环境、自主共建美好家园的积极性，引导
村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如今在洋沟溇村，“少
一点无序，多一点和谐”的理念深入人心，绿色生活
方式蔚然成风。 （顾 建）

阳澄湖度假区
农村人居环境旧貌换新颜

太湖人家太湖人家 李苏群摄李苏群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