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径清晰 多元养护“点靓”城市生活

■严巍武佳奇

一江碧水东流去，两岸宏图次
第开。在钱塘白杨，“弄潮儿”精神
在时代潮涌中被不断继承和发
扬。从“向潮水要地，向海涂要粮”
的拓荒围垦，到打造现代化都市型
城区的时代新篇，白杨经历了一次
又一次的华丽转身，在钱塘江畔筑
起现代新城。

聚焦共同富裕，在高质量发展
上再突破；聚焦城市规划，在高标
准建设上再提质；聚焦民生改善，
在高水平服务上再优化；聚焦数字
改革，在高效能治理上再发力——
迈上全新的赶考之路，白杨勇担使
命、砥砺前行，奋力绘就共同富裕
美好图景。

推进“全域美丽”建设，不仅要
重视城市的“整体大美”，也不能忽
略家门口的“最小单元”。本期《白
杨家 国际范》报道，我们将聚焦街
道的城市养护体制改革工作，看街
道如何重塑城市“绿行者”，以“白
杨试点”的实践，书写城市养护领
域的“钱塘方案”。

方向明确 综合改革破解难点痛点

“白杨家国际范”系列报道：

白杨街道：深化养护体制改革 城市“绿行者”整装待发

管好家门口不起眼的一条小路、一
道小河，看似是一项微不足道的工作，实
则是衡量城市养护水平的重要标尺。城
市养护一端连着环境建设，一端连着社
会民生，是推进“全域美丽”建设过程中
必须面对的一项重要课题。

作为一个新生的行政区，钱塘区曾
存在养护质效不高、精细化程度不足、
作业不协同、招标过程零散不够等“小、
杂、散、乱”的难点痛点。自今年推进城
市基础设施一体化管养体制改革专题
会议召开以来，钱塘区坚持“整洁有序、

温馨文明、靓丽多彩、钱塘印象”的发展
方向，探索完善权责利划分清晰、运行
高效顺畅、管理和谐有序的城市基础设
施养护体制改革。而在这个过程中，白
杨街道被选定为本次改革工作的首个
试点单位。

为什么是白杨？
据了解，白杨街道管辖总面积54.9

平方公里，辖区人口超57万人，有道路
86条、总长20余万米，是钱塘区乃至杭
州市市政养护体量最大的街道。而在过
去很长一段时间，开发区体制下的公共

服务和社会管理功能存在“天然短板”。
受历史条件所限，街道整体的养护标准
及经费仍停留在招标时期，是开展改革
工作的天然“试验田”。

在本次城市基础设施一体化管养
体制改革过程中，钱塘区采取市场化公
开招标的方式，给业内养护企业开辟了
一条公开竞争的渠道。近日，四家中标
企业入场白杨街道四大片区，投入到总
面积1170万平方米的养护改革中，正
式拉开区、街、社区三级管养体系建设
的序幕。

重任在肩，如何为全区养护体制改
革贡献出精彩的“白杨方案”？认真审
阅本次白杨试点工作开展的全过程，其
真正做到了有的放矢、路径清晰。

“多头管理，这曾经是区内养护工
作的一大顽疾。以往道路绿地、道路保
洁、路面养护等分别由绿化公司、环卫
公司等多家大大小小的第三方公司负
责，推诿扯皮时常发生，养护效率低、问
题定责难。”据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改革过程中，街道积极推动养护理念、
模式、管理“三大转变”，打破原来区域
内城市基础设施单项养护模式，将街道
划分为4个片区，每个片区由一家单位
负责，形成环卫、绿化、市政、河道等一
体化作业的新模式，全面提升养护的系
统化、标准化与专业度，真正形成“多位

一体”规模化管养，不仅提升各方资源
要素的利用效率，也完善了政府管理体
系，实现“1+1>2”的效果。

日前，街道在一体化招投标等“关
口”中首次融入了养护单位资质、机械
化智能化作业能力、专业技术人员配比
等指标，同时在养护“区管为主”向“属
地为主”转变的基础上统一设置了环
卫、绿化、市政管养标准并细化了考核
指标，有利于养护单位在日常城市管
理、重点任务保障、防汛防台等工作中
履职到位。

值得一提的是，街道各片区最低中
标养护金额超6000万元，相较以往有明
显提升。“依托充足的经费支撑，各养护
单位建立起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抄告
问题传递等功能的线上化。同时通过配

备对讲设备、设置实时监控等手段，有效
提高了养护智能化水平，全面提高了养
护管理效率。”街道相关工作人员说。

在白杨街道四标段，滨和环境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进一步探索保洁模式更
新与人机协同配合的“机械为主、人机
结合”的新作业模式，并建立起一批与
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高素质环卫队
伍。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机械
换人提高环卫行业应急能力，不仅缓解
了‘招人难’问题，还能全面提升精细管
理、安全生产水平。”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深入推进城
市养护新模式，以‘白杨实践’书写‘钱
塘方案’，为‘全域美丽’贡献白杨力量，
让辖区群众触摸到真实可感的幸福。”
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来到位于白杨街道的立诚集团，令
人印象深刻的不是厂区内工人忙忙碌
碌的身影，而是上了厂区三楼后，随即
映入眼帘的瓷器。暖光灯下，这些展示
中的瓷器琳琅满目，十分耀眼。

瓷器是立诚集团董事长贾立成
的“宝贝”。20个世纪 90年代初，贾
立成便靠着它赚到了第一桶创业
金。“1990年，为了改善生活，我在父
亲劝说下，开始摆摊卖瓷器。”贾立成
说，自己最开始在乌鲁木齐学木工手
艺，手艺学成后，与他人合伙一起组
装修队，并在酒店里做起了服装批发
生意。但“好景不长”，生意受到亏
损。他便来到了杭州捯饬瓷器，幸运
的是他踩到了酒店业门槛，走对了

“路”。
从自行车到三轮车，再到汽车；从

摆地摊到做批发，再到成立公司，三十
余年来，贾立成慢慢摸索出了属于自己
的“致富经”。2002年，贾立成成立了
自己的第一个公司，即杭州立诚陶瓷有
限公司，随后在2006年，创办杭州立诚
酒店设备有限公司。随着业务不断拓

展，贾立成的商业版图日益扩增，先后
又成立了生产防疫物资、典当投资、进
出口贸易和开发科技园的公司，完成了
由专业酒店、餐饮用品企业向经营产业
链综合型企业的转型，如今其集团下已
有7家公司。

“做强、做优、做精企业是企业
家的天然使命，也是助力共同富裕
的内生动力。”贾立成表示，“只有企
业发展好了，才能创造更多的岗位，
更多的财富，为共同富裕打下物质
基础。”

贾立成认为，企业的快速发展离
不开钱塘的助力。“我选择钱塘的理由
很简单，主要是地理位置优越，政府服
务好。”贾立成说，在迈向共同富裕的
过程中，高质量发展是浙企的必由路
径。目前，立诚集团还正在为申请投
资兴建半导体智慧智造创新产业园而

努力，该项目是区重点项目，将为钱塘
区发展添砖加瓦。

不仅如此，贾立成也在积极致力
“共富”。据悉，立诚集团近三年捐赠两
百万元的防疫物资用以支援多地区防
疫抗疫。同时还将企业部分业务与其
他中小型企业合作，实现共赢。此外，
在政府鼓励下，出资、出场地打造4D厨
房设备培训中心，为钱塘区域内的各高
校学子提供实践基地，打造校企合作的
典范。

“我们是实体企业，实体企业就是
要实实在在地干！”贾立成表示，企业
的发展、个人的前途，甚至命运，都与
国家的前途、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作为企业家，他
将带领立诚集团拿出弹簧般的韧性和
势能，更好地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为钱
塘作贡献。

贾立成：摆摊走出致富第一步

对标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优
化企业生态，探索行业协调性发展路
径，推动产业形态、企业形态向有利于
共同富裕转变。衣邦人率先探索、趟出
路子。

成立于2014年的衣邦人，是国内
领先的服装定制平台，也是杭州 2022
年第 19届亚运会官方正装服饰供应
商。其在服装定制行业最先引入“互联
网+上量体+工业 4.0”C2M模式，致力

“中国新定制”理念，推动变革。
“2014 年，我在担任全国最大的

礼品垂直定制平台‘卡当网’CEO 时，
发现服装定制这样一个传统行业，与
移动互联网和智能制造结合，利用大
数据技术，有机会在大幅改善用户体
验的同时还能大幅提高效率，这将能
改变整个行业，衣邦人就这样成立
了。”衣邦人创始人方琴表示，经过近
8 年发展，衣邦人通过“免费上门量
体”“数字化战略”“云工厂战略”和

“全球面料直采战略”，已为客户创造
了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定制服
务。同时，依靠独创的“云裁剪”系统
及大数据应用赋能合作伙伴，打造更
柔性、更敏捷的定制供应链，提升定
制生产效率，革新定制生产方式。据
悉，“云裁剪”系统可以做到自动推版
过程完全无人工介入，根据订单数据
生成一个可直接用于裁床裁剪的版
型文件，平均只需2分钟。

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雄厚的物质

基础。做大做好“蛋糕”，创造更多社会
财富，是分好“蛋糕”、让发展成果更好
地惠及全体人民的前提条件、关键所
在。如何持续高质量发展？在方琴眼
里，这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钱塘区打造了集‘五美经济’于一
体的美丽云城产业功能平台，衣邦人作
为 C2M 模式下的美服经济领军企业
落户钱塘区，既有企业自身发展所需的
产业政策扶持，又有‘新’区蓬勃发展的
综合红利，可以说是双向奔赴和最优之
选。”方琴表示，像他们这类创新创业企
业，最缺的就是各类复合型人才和发展
空间，钱塘区作为新的行政区，拥有丰
富的发展空间、14所高校的集聚效能
以及具有“围垦”精神的营商环境，发展
优势非常明显。

良好的营商环境下，衣邦人依托科
技、数据双轮驱动赋能传统服装企业向
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培养了一批复合
型科技人才。创新岗位“着装顾问”，带
动了就业。同时，企业提供单人单版服

装定制服务为百万级用户在职场的形
象打造上提供了优质高效的帮助。

“他们背后是一家家企业和一个个
家庭，在商务活动、日常工作中‘穿衣’
的问题就放心交给我们就可以了。”方
琴说，自2021年开始，企业在浙江大
学、浙江工商大学陆续捐建了“大学生
职业形象体验中心”，免费为高校生提
供西装借用、形象设计、商务礼仪培训
等公益服务，这亦是一种对共同富裕的
助力。

接下去，衣邦人还将结出累累硕
果。“我个人是光荣的钱塘区人大代表，
履行代表义务的同时，我对钱塘区未来
发展的战略和形势非常了解。”方琴对
企业的发展、钱塘的发展充满信心，她
表示，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衣邦人要
立足自身发展，积极融入钱塘区的产业
布局和顺应导向，并坚定信念，钻研研
发、开拓市场、培养人才，发扬“头雁”精
神，持续服务亚运，把握时代机遇，为党
的二十大献礼。

方琴：革新服装定制 与“数字”做黄金搭档

■许莉莎 潘利静

2022 年是党的二十

大和省第十五次党代会召

开之年，是浙江省高质量

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深入推进之年。围绕“喜

迎二十大 同走共富路”主

题，本报联合钱塘区大创

小镇商会特推出《讲好大

创小镇奋斗者故事》系列

报道，通过展示大创小镇

商会代表的别样风采，凝

聚共同奋斗的商界力量，

积极发挥好先进典型带头

作用，团结动员商界人士

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

裕示范区贡献商界智慧与

力量，以优异成绩向党的

二十大献礼。

本期《讲好大创小镇

奋斗者故事》将走近大创

小镇商会副会长、立诚集

团董事长贾立成，大创小

镇商会理事、衣邦人创始

人方琴，聆听属于他们的

奋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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