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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实施垃圾分类一年间

习近平作重要指示，打造精品工程更好造福人民

乌东德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
新华社北京 6 月 29 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日前对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首
批机组投产发电作出重要指示，代表党
中央，对首批机组投产发电表示热烈的
祝贺，向全体建设者和为工程建设作出
贡献的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乌东德水电站是实施
“西电东送”的国家重大工程。希望同志

们再接再厉，坚持新发展理念，勇攀科
技新高峰，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后续工程
建设任务，努力把乌东德水电站打造成
精品工程。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科学有序推进金沙江水能资源开发，推
动金沙江流域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
保护，更好造福人民。

乌东德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
仪式 29日以视频方式举行， 在北京设

主会场，云南、四川等地设分会场，仪式
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

乌东德水电站位于云南省昆明市
禄劝县和四川省凉山州会东县交界，由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5年
12月全面开工建设， 总装机容量 1020

万千瓦，年均发电量 389.1亿千瓦时。水
电站全部机组计划于 2021年 7月前建
成投产。

争创人民城市建设示范区
谢坚钢

去年 11月 2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
海考察时来到杨浦滨江，深情道出“人民
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
念，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在城市工作中的集中体现。十一届
市委九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上海市委
关于深入贯彻落实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
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谱写新时代人
民城市新篇章的意见》， 为杨浦践行人民
城市重要理念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明确了
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
市委全会精神和《意见》要求，以更高的政

治站位学深重要理念，以更快的行动举措践
行重要理念，以更强的使命担当争创人民城
市建设示范区。

努力将人民城市的旗帜“举”起来。始终
坚持人民至上，把人民城市重要理念作为全
区“十四五”和未来发展的指导思想，把学习
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作为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和全区党员干部的
必修课。为此，我们正加紧起草关于践行人
民城市重要理念、争做人民城市建设标杆的
决定，确保将人民的主体地位、发展要求、作
用发挥贯穿于杨浦区域发展的全过程和各

领域，并以此为指导，全面完成今年各项目
标任务，精心谋划区“十四五”发展。同时，我
们将进一步推动人民城市重要理念进机关、

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进园区、进营区、进
商圈、进网络，大力营造人人参与人民城市
建设的浓厚氛围，与市委党校、中国浦东干
部学院等联手打造人民城市重要理念教育
培训基地，在杨浦滨江规划建设“人民城市
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宣传展示馆，设立
标志性构筑物，让上海人民城市建设的软实
力充分彰显、影响力深入人心。

努力让人民城市的要素“活”起来。作为

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国家创新型城区
和全国唯一连续四年被国务院表彰的区域
双创示范基地，杨浦将充分发挥战略机遇优
势、高校集聚优势、空间载体优势、双创品牌
优势，努力担当起上海乃至全国科技创新策
源地的新使命，不断提升要素市场化配置水
平，力争成为全市乃至全国创新要素资源最
丰富、流动最便利、转化最高效的区域之一，

让创新的思想加速涌流，让创业的激情充分
涌动，让创造的奇迹不断涌现，为上海做优
做强城市核心功能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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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玺撼

1千克收购价连 0.5元都不到
的泡沫塑料，却能脱胎换骨，变为
小区附近口袋公园的创意雕塑，成
为居民身边的“小确幸”。

上海实施生活垃圾分类一年
来，类似这样用变废为宝促进居民
认同垃圾分类意义与价值的 “闭
环”， 正变得越来越多， 且日趋完
善。

这正是上海建立完善生活垃
圾全程分类体系的题中之义。只有
每一位市民坚信“一分到底”，垃圾
分类才能成为涌动全城的 “新时
尚”。

干垃圾：“一分到底”
促下游转型升级

8时， 明园小安桥社区的垃圾
箱房前，居民有序排队，垃圾各归
其类。居民陈晓君说，自己在小区
里住了十几年，过去每个楼层都有
一组干湿垃圾桶，但大家“想怎么
扔就怎么扔”。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一年前，

2019 年 7 月 1 日，《上海市生活垃
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此前，小区
已完成了撤桶并点，垃圾箱房同步
完成改造：外立面刷上白漆，窗口
加装智能刷卡系统， 上面支起顶
棚，旁边架起水斗，每扇门还贴上
醒目的分类标识，让投放者一目了
然。

“垃圾分类是门心理学。”田林
街道城市网格化服务中心副主任
刘鸿飞表示， 多年的习惯要改，居
民有怨言可以理解，这时，让垃圾
箱房变得可亲近，扔垃圾变得方便
从容，大家才会有分类的动力。

8时 10分，一辆两侧贴有黑色
“干垃圾清运” 标识的垃圾车驶入
小区，只“吃”黑色垃圾桶内的干垃
圾。“贴上标签后，我们和居民相互
监督。”司机张杰说，一年多来，这
个小区从未发生因分类质量不好
被拒运的问题，每次清运效率都很
高。省下的时间，他们能跑更多小
区， 缩短了垃圾在小区逗留的时
间。

9时 30分，记者在生活固废集
装转运徐浦基地看到，一辆辆垃圾
车正有序排队，驶向与所载垃圾种
类匹配的坑位。基地将原来横卧的
数个卸料槽全部改成竖式“漏斗”，

增加“打包”效率，同时控制污水飞
溅、渗漏。

“源头分类越来越好，促使我
们转型升级。” 徐浦基地副总经理
付广杰表示， 平均每天有 3000吨
生活垃圾在徐浦基地转运，一年多
以前， 湿垃圾占比仅一成左右，现
在干垃圾与湿垃圾的比例已达 6∶4。所以，要为增长的湿垃
圾中转需求“定制”一批卸料槽、集装箱。

源头分类越来越好，还让中转单位有了管控上游垃圾
质量的底气。付广杰指着一张人工智能识别抓拍的车辆照
片说：“这个红框里是水流，说明干垃圾不过关。”徐浦基地
立刻通过全程分类信息平台追溯，准确找到问题出自哪个
区的中转站。

15时 35分，经过 5个多小时的水路，“沪环运货 5006

号”集运船靠泊在老港生态环保基地 1号码头，里面装着
徐浦基地打包的干垃圾。没多久，集装箱被逐个吊放到运
输车上，分别送去焚烧发电或填埋。

遥控抓斗的垃圾吊操作员方建春对“一分到底”深有
感触：“以前干垃圾不干，抓斗容易打滑。”现在一爪下去，

至少有 7吨。

“必须站好最后一班岗，将干湿分离进行到底。”上海
城投环境（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徐哲表示，上海实施生
活垃圾强制分类后，仅一年，到老港处置的干垃圾就“轻”了
1000吨/日。干垃圾更干了，每吨燃烧热值从 1700 大卡提
高到 2300大卡，发电量从 480千瓦时提高到 550千瓦时。

末端处置项目如何转型升级，很大程度取决于源头分
类的实际情况。“一分到底”给老港点亮了发展道路，徐哲
透露，老港未来 15年的“蓝图”已规划多个新增项目，包括
处置能力不低于 3000吨/日的再生能源利用中心三期、处
理能力 3000吨/日的上海生物能源再利用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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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贯彻落实市委全会精神·笔谈①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
建设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全面从严治党 勇于自我革命
新华社北京 6 月 29 日电 中共中央政

治局 6月 29日召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
军队党的建设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
织选举工作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人民
军队建设发展的关键，关系强军事业兴衰成
败，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制定《中国共产
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 是深入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的重要举措，对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
主席负责制， 对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确
保有效履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确保人民
军队永葆性质、宗旨、本色，对实现党在新时
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
流军队，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
对领导， 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持
续深化政治整训，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

绝对可靠。要坚持聚焦聚力备战打仗，把战
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贯彻到人民军
队党的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推动党的政治
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要坚持贯
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坚定不移正风肃纪，

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坚持勇于
自我革命，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
新、自我提高。

会议要求，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军队党
的建设条例》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要突出

书记队伍和班子成员，抓好学习培训，提高
抓党的建设的意识和能力。 要强化领导督
导，确保《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有
效执行、落地见效。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基层党组织
选举工作，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
彻执行民主集中制、 规范完善党内选举制
度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 有力推动了基层
党组织建设。制定和实施《中国共产党基层
组织选举工作条例》，是落实党要管党、全
面从严治党要求，是发扬党内民主、尊重
党员民主权利、规范基层党组织选举的具

体举措，对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
织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
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
员群众、 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组织基础，具有重要意
义。

会议强调， 要严格执行选举制度规定，

提高党内选举质量，保障党章赋予的党员权
利，增强党的意识、政治意识、规矩意识。要
严格代表资格条件， 确保选出合格的代表。

要合理分配代表名额，优化代表结构，确保
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比例。 要按照德才兼
备、以德为先和班子结构合理的原则提名委

员候选人。要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
先，严肃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换届纪律，确保
选举风清气正。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对《中国共产
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实施的组织领导，

严格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加强谋划，精心组织，

全程把关。要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教育引导
党员和代表正确行使民主权利，保证选举工作
平稳有序。要强化基层党组织书记和党务骨干
培训，提升工作规范化水平。要加强督促落实，

确保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各
项规定要求落到实处。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全面深
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做
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坚持聚焦聚
力备战打仗，把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贯
彻到人民军队党的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 推动党
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 要坚持
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坚决
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坚持勇于自我革命，
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推动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
要严格执行选举制度规定，提高党内选举质

量，保障党章赋予的党员权利，增强党的意识、政
治意识、规矩意识。要严格代表资格条件，确保选
出合格的代表。要合理分配代表名额，优化代表
结构，确保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比例。要按照德
才兼备、以德为先和班子结构合理的原则提名委
员候选人。要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
先，严肃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换届纪律，确保选
举风清气正

严格执行选举制度规定，提高党内选举质量

上海市教育系统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99周年暨学生
爱国主义教育主题活动举行。

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教
授闻玉梅， 中国科学院院士、

同济大学教授郑时龄带领高
校师生代表现场重温入党誓
言。

本报记者 赖鑫琳 沈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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