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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美丽浙江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浙美丽办〔2022〕20号

省美丽浙江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
《浙江省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案

（2022-2025年）》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级各有关单位：

经省政府同意，现将《浙江省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

案（2022-2025年）》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1.浙江省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案（2022-2025

年）

2.省级各有关单位名单

省美丽浙江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 8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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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浙江省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案
（2022-2025年）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意见》、生态环境部等 18 部委《“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

建设工作方案》（环固体〔2021〕114号，以下简称《国家方案》）

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全域“无废城市”建

设工作方案的通知》（浙政办发〔2020〕2号），深化全域“无废

城市”建设，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贯彻省

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和

省域现代化先行，对标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城市发展与固体废物管理。突出资源化，

协同减量化和无害化，强化全链条治理，注重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统筹推进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危险

废物、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农业废弃物污染防治，系统推进

塑料污染全链条综合治理，提升固体废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促进形成绿色低碳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打造系

统集成、高效协同、整体智治、普惠共享的“无废城市”浙江样

板，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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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新时代美丽浙江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坚实

支撑。

（二）基本原则。

系统治理、多跨协同。注重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施

策。加强横向协同和纵向贯通，形成权责明晰、分工协作、齐

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聚焦短板、除险保安。着力解决固体废物产生强度大、污

染风险高、收运体系不健全、治理能力不均衡等突出问题，克

难攻坚、精准施策，守住固体废物利用处置安全底线。

数字赋能、整体智治。纵深推进数字化改革，对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进行全方位、系统性重塑，实现高水平固

体废物管理整体智治。

社会共治、普惠共享。普及“无废”知识，传播“无废”理念，

培育“无废”文化，构建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和公众参与的“无废

城市”共建共享机制。

（三）工作目标。到 2025年，所有设区市及 60%的县（市、

区）通过全域“无废城市”建设评估，固体废物产生强度明显下

降，资源化综合利用水平明显提升，无害化处置得到有效保障，

环境风险得到有效防范，减污降碳协同效果充分显现。基本建

成多跨协同、整体智治固体废物治理体系，“无废城市”建设制

度、技术、市场和监管四大体系日趋完善，“无废”理念得到广

泛认同，全域“无废城市”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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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任务

（一）坚持减量化，提升源头治理能力

1.推动生产方式绿色低碳发展。以“三线一单”为抓手，有效

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从严控制固体废物产生量

大、处置难的项目上马。（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省经信

厅、省生态环境厅共同牵头，各市、县〔市、区〕政府负责落

实。以下均需各市、县〔市、区〕政府落实，不再列出）结合

工业领域减污降碳要求，推动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化工、

纺织和造纸等重点行业绿色化升级改造，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和

产品绿色设计，引导企业使用环境友好型原料和再生原料，提

高源头替代使用比例，支持固体废物减量化工艺改造，鼓励产

废单位内部开展循环利用，协同“绿色低碳工厂”、“绿色低碳园

区”、“生态园区”与“无废工厂”、“无废集团”和“无废园区”建设，

推动企业内、企业间和区域内资源高效配置，完善绿色制造体

系，打造绿色供应链，充分发挥减少资源消耗和降碳协同作用。

（省经信厅、省生态环境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参

与）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推广尾矿等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环

境友好型井下充填回填，减少尾矿库贮存量。（省自然资源厅、

省生态环境厅按职责分工负责）大力发展钢结构等装配式建筑，

到 2025年，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达到 35%以上。推进生

活垃圾焚烧设施炉型和工艺优化改造，有效降低焚烧灰渣产生

量。（省建设厅负责）加快发展现代生态循环农业，积极推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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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种植、生态养殖，开展“肥药两制”改革提质扩面，构建农业

投入品“进-销-用-回”全周期闭环体系，减少化肥和农药等农业

投入品使用量及其废弃物产生量。到 2025年，创建“肥药两制”

综合试点县 40个以上。（省农业农村厅负责）

2.推进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倡导“无废”理念，推动形成

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推进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大

幅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推动可降解替代产品应用，加强

废弃塑料制品回收利用。（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共同牵

头，省经信厅、省建设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等参与）

倡导“光盘行动”，以餐饮企业、酒店、机关事业单位和学校食

堂等为重点，遏制餐饮行业食品浪费，加强公共机构餐饮节约，

加强反食品浪费执法。（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市场监

管局、省机关事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推动杭州、宁波、温州、

嘉兴和金华等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实现“绿色物流”。加强快

递包装绿色治理，提高符合标准的绿色包装材料应用比例，到

2025年，电商快件基本实现不再二次包装，可循环快递包装应

用规模达 150万个以上，快递行业废包装产生量实现零增长。

全面推广应用 45mm 以下“瘦身胶带”和免胶带纸箱，探索减少

不可降解塑料包装袋、塑料胶带和一次性塑料编织袋的使用。

（省邮政管理局负责）指导会展业制定相关绿色标准，推动办

展设施和材料循环使用。（省市场监管局、省商务厅按职责分工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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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资源化，提升综合利用能力

3.建设大宗工业固体废物循环利用体系。推动政府引导与市

场主导相结合，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固体废物资源化循环

利用，促进绿色高效、高质和高值利用。依托衢州、台州等国

家级和海盐等省级资源循环利用基地，推进废钢铁、废有色金

属、报废机动车、退役光伏组件、废旧家电、废旧电池、废旧

轮胎、废旧木制品、废旧纺织品、废塑料等分类利用，促进资

源利用规模化和产业化。进一步拓宽粉煤灰、冶金渣、工业副

产石膏等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渠道，建设 1个以上国家大宗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基地和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以提高循环

利用率为目标，加快推进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构建绿色低碳

产业体系和循环利用体系。（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牵头，省

生态环境厅、省商务厅参与）实施危险废物综合利用攻坚行动。

深化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危险废物“点对点”利用试点，温州、

湖州、绍兴、金华和台州等地要加快建设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或

工业废盐综合利用等项目，探索建设活性炭集中再生中心，提

升各类污染物综合协同治理能力，拓宽工业危险废物资源化利

用渠道。到 2025年，全省危险废物填埋处置占比控制在 5%以

内，实现“趋零填埋”。（省生态环境厅负责）

4.推进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推进建筑垃圾分类

运输、分类处理，促进回收及资源化利用。推动规模化建筑垃

圾资源化利用示范项目建设，将符合标准的建筑垃圾资源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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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列入新型墙材、绿色建材等目录，鼓励建筑垃圾再生骨料及

制品在建筑工程和道路工程中应用，在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

造提升中优先应用建筑垃圾再生产品。推动在土方平衡、林业

用土、环境治理、烧结制品及回填等领域广泛利用经处理后的

建筑垃圾。将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及再生产品应用纳入“绿色建

筑”“绿色建造”等评价体系，到 2025 年底，建筑垃圾综合利用

率达到 90%以上。（省建设厅、省经信厅、省财政厅按职责分工

负责）完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

理系统，构建城乡融合的生活垃圾治理体系，完善农村环卫保

洁制度，构建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提升厨余垃圾资源化利

用能力，着力打通堆肥、沼渣等产品应用渠道。（省发展改革委、

省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5.提升农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促进秸秆肥料化、饲

料化、燃料化、基料化和原料化，加大秸秆资源化利用先进技

术和新型市场模式的集成推广，推动形成长效运行机制。推进

社会化畜禽粪污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促进畜禽粪污综合利用。

鼓励和引导农民增施有机肥。健全废旧农膜、化肥与农药包装、

渔网废旧农资利用体系，推动农业固体废物收储中心建设。到

2025年，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率保持在 92%以上，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6%以上。（省农业农村厅负责）

（三）坚持无害化，提升安全处置能力

6.提升处置保障能力。制定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危险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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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集中处置设施建设、废旧家电处理等专项规划，布局新建一

批工业固体废物、医疗废物、废旧家电拆解、建筑垃圾和生活

垃圾处置设施，动态补齐危险废物处置能力结构性缺口。2022

年底前，各县（市、区）拥有 1个以上建筑垃圾处置设施，2025

年底前设区市建筑垃圾产消能力基本平衡。（省生态环境厅、省

建设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参与）统筹危险废物、生活垃圾等

处置设施，建立涉疫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平战”快转机制，提

升应急处置能力。（省生态环境厅牵头、省建设厅、省卫生健康

委参与）

7.推进处置设施提档升级。按照“排放清洁、技术先进、外

观美丽、管理规范”要求，整合一批规模小、负荷低、附加值低

的综合利用项目，淘汰技术装备落后、管理粗放的利用处置设施，

鼓励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到 2025年，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行业提

档升级完成率达 50%，培育打造 10家以上危险废物利用处置领

跑企业。（省生态环境厅负责）加快利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一

批老旧生活垃圾焚烧设施，提升焚烧装备对垃圾特性的适应性、

长期运行的可靠性、污染控制的稳定性，生活垃圾焚烧设施技术

装备水平全国领先。（省建设厅负责）

8.开展固体废物环境清理整治。实施生活垃圾填埋场综合治

理行动，组织各地编制实施填埋场“一场一策”治理方案，发布

填埋场封场后评价规范，到 2025年，基本完成全省生活垃圾填

埋场封场和生态修复治理任务。开展历史存量建筑垃圾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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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堆放量较大、集中的堆放点，经治理评估后达到安全稳定要

求的进行生态修复。（省建设厅牵头，省生态环境厅参与）建立

健全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等固体废物非正规填埋场（倾倒

点）和非正规回收、利用、处置点排查清理和长效监管机制，

开展动态排查与分类整治，有效消除污染隐患。（省生态环境厅

牵头、省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利厅参与）深入开展塑

料垃圾专项清理整治，严控塑料垃圾进入水域，推进江河湖海

塑料垃圾清漂行动，解决塑料垃圾污染问题。（省发展改革委、

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省建设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农业

农村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坚持体系化，提升收集运输能力

9.健全危险废物专业化收运体系。推动小微产废单位危险废

物收运平台提质扩面，提升收运平台规范化和标准化运营水平。

覆盖范围向实验室、汽修行业等扩展延伸，到 2022年，实现小

微产废企业危险废物收运覆盖率 100%。完善“小箱进大箱”的医

疗废物收运体系，推行分级转运，建立健全与疫情响应级别相

适应的涉疫废物应急收集运输响应机制，强化涉疫废物应急运

输能力保障，确保医疗废物、涉疫废物及时收运。（省生态环境

厅、省卫生健康委、省交通运输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10.推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和再生资源收运“三网

融合”。各设区市、县（市、区）要统筹规划，充分利用、整合

现有收运平台、分拣中心和交投网点，加快构建满足一般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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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可回收生活垃圾和主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实际需求

的收运体系。2022年底前，各县（市、区）至少建成 1个一般

工业固废收运平台或生活源再生资源分拣中心。到 2025年，统

一收运体系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实现精准化源头分类、专业

化二次分拣、智能化高效清运、最大化资源利用。（省生态环境

厅、省建设厅、省商务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11.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农户参与的农业固体废物收

集体系，建立健全动物医疗废物统一收运体系。到 2025年，废

旧农膜回收率达到 85%以上，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率达到 90%

以上。（省农业农村厅牵头，省生态环境厅、省供销社参与）

（五）坚持数字化，提升整体实战能力

12.迭代升级和融合贯通数字化监管平台。持续迭代“无废城

市在线应用”，积极探索开发相关模型算法，提升应用智治能力。

开发上线涉疫废物监管、废旧家电拆解等模块，制定“无废城市

在线”数字化应用标准，实现五大类固体废物数据信息互联互

通、主平台和子模块高效协同、省市县三级贯通，提升系统实

战实用功能。深化“无废指数”研究，加快形成更科学、更具代

表性的“无废城市”建设水平智能评价体系。升级“浙江危险废物

在线”，全面应用“浙固码”、打造浙固链，实行“产生赋码、转移

扫码、处置销码”。深度对接“浙运安”、“浙里净”，聚焦固体废

物“底数、流向”两个风险点，抓住“时间、数量”两个关键点，强

化物联感知，依托生态环境大脑，建立固体废物治理模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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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库、知识库、规则库，开展多源数据分析和模式计算，探

索开发固体废物审批智能速办、产运处风险预警等应用场景。

扩大生活垃圾闭环监管场景应用覆盖面，建成建筑垃圾数字化

监管场景，到 2025年，“浙固码”应用实现联网企业智能化动态

全覆盖，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监管

体系，固体废物数字化治理水平显著提升。（省生态环境厅、省

建设厅共同牵头，省公安厅、省卫生健康委、省交通运输厅、

省农业农村厅参与）

（六）坚持精准化，提升监管执法能力

13.强化固体废物监管执法。建立危险废物环境风险区域联

防联控机制，强化跨区域、跨部门信息共享、监管协作和联动

执法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检察公

益诉讼的协调联动，严厉打击非法排放、倾倒、收集、贮存、

转移、利用或处置各类固体废物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大对违法

企业和个人在信用、税收、金融等方面的联合惩戒，实施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形成高压震慑态势。开展覆盖 11个设区市

的塑料污染治理联合专项行动。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体系，推动

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重点产生单位和利用处置单位纳入环保信

用管理。加快开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治理排污单位

排污许可证核发，督促和指导企业全面落实固体废物排污许可

事项和管理要求。（省生态环境厅牵头，省公安厅、省建设厅、

浙江省税务局、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银保监局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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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坚持集成化，提升综合支撑能力

14.强化法规和政策支撑。修订《浙江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条例》，将“无废城市”理念融入立法原则，将成熟的工作举

措固化为法律规定，提升全域“无废城市”建设法治化水平。鼓

励各地开拓创新、探索实践，因地制宜出台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建筑垃圾、农业固体废物、塑料制品等固体废物治理法规政策。

（省生态环境厅牵头，省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等参与）发布

低价值可回收物名录，各地应因地制宜制定回收利用专项扶持

政策。深化固体废物分级分类管理、生产者责任延伸、再生资

源绿色采购等制度创新，提高综合管理效能。（省生态环境厅、

省建设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等按职责分工

负责）

15.强化技术和标准支撑。加大固体废物源头减量、资源化

利用和无害化处置科技投入、技术推广、模式创新，推动企业、

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和协同技术攻关，在生活垃圾

焚烧飞灰和工业废盐等资源化等方面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以

碳达峰碳中和领域“尖兵”“领雁”研发攻关项目为载体，推进固体

废物处置和资源化利用。积极开展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碳减排

核算研究。探索废气、废水、固体废物一体化协同治理解决方

案。加快制定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建设、危险废物经营单位

分级评价等系列标准，完善建筑垃圾资源化制度标准体系。（省

科技厅、省经信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建设厅、省市场监管局

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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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强化市场和资金支撑。优化市场营商环境，鼓励各类市

场主体参与“无废城市”建设，建立完善多元化投入渠道，吸引

国有和民营龙头企业加大固体废物治理投入，保障固体废物集

中处置等重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生态

环境厅参与）落实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税收、价

格和收费等政策，加快制定并落实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突

出分类计价、计量收费。建立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处置价格动

态调整机制。（省发展改革委、浙江省税务局牵头、省生态环境

厅、省建设厅、省卫生健康委参与）鼓励金融机构加大金融支

持力度。在危险废物经营行业全面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加

大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的政府采购支持力度。（省财政厅、省生态

环境厅、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银保监局按职责分

工负责）

（八）坚持多元化，提升社会参与能力

17.高标准打造“无废亚运”。将“无废城市”建设理念融入亚

运会筹备、举办和赛后利用的全过程、各领域和各环节。统筹“无

废亚运”与固体废物管理，各类固体废物能减尽减，办会物资可

用尽用。构建亚运会固体废物减量工作体系，全民参与行动体

系和数字化评价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无废赛事”实施指

南。（省生态环境厅牵头，省建设厅、省体育局、省卫生健康委、

省市场监管局参与）

18.积极营造全民参与氛围。传播“无废”理念，提升“无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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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设巡礼品牌影响力，加强主流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互动，

形成立体宣传体系。培育“无废文化”，将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

内容纳入教育培训体系。积极引导和激励企业和单位践行“无

废”理念，激发技术和模式创新，每年面向社会评选和公布一批

最佳实践案例，颁发“清源杯”。鼓励使用资源循环化利用的再

生制品，推动形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和消费模式。将“无废细胞”建设融入绿色低碳示范创建体系，

积极推动工厂（集团）、园区、学校、机关、社区、乡村、家庭、

医院、景区、饭店、场馆、工地和快递驿站等开展建设，建成“无

废细胞”的单位允许使用浙江省“无废城市”LOGO 开展宣传活

动，扩大全社会影响力，到 2025年，累计建设 10000个左右“无

废细胞”。（省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专班各相关成员单位按

职责分别负责、省机关事务局参与）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是“无

废城市”建设主体，健全统筹协调机制，加大推进力度，生态环

境部门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依托“无废城市”建设工作专

班，协同各相关部门抓好“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推进重大项目

落地，强化政策、资金和技术等供给。省级有关部门要加强对

各地“无废城市”建设相关领域任务实施监督指导。每年年底前，

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和省级各有关单位应做好“无废城市”建设工

作总结，并于次年 1月底前报送省美丽浙江建设领导小组办公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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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认真编制方案。各设区市要贯彻《国家方案》和本

方案要求，结合本地区行业特色和产业特点，坚持问题导向、

目标引领，认真编制本地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案，建立

目标清单、任务清单、项目清单和责任清单，列出时间表、画

出作战图，落实落细举措，定期自查评估，有力有序推进全域“无

废城市”建设。

（三）严格考核评估。全域“无废城市”建设相关工作纳入

美丽浙江建设和污染防治攻坚战年度考核。省生态环境厅会同

省级相关部门依据《浙江省全域“无废城市”建设管理规程》和

《浙江省全域“无废城市”建设指标与评估细则》，每年组织综合

评估。依据综合评估结果，省级财政对首次通过评估或升“星”

的设区市、县（市、区）予以适当奖补，对出现降“星”或撤“星”

的，按有关规定回扣奖补资金。鼓励各地出台奖励政策，激励

企业和公众参与“无废城市”建设。（省生态环境厅牵头、省全域

“无废城市”建设工作专班成员单位参与）

附：1.浙江省全域“无废城市”建设管理规程

2.浙江省全域“无废城市”建设指标和评估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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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浙江省全域“无废城市”建设管理规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化全域“无废城市”建设，规范“无废城市”建设

组织实施、市县申报、核查评估和监督管理等工作，制定本规

程。

第二条 全域“无废城市”建设是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具体行动，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减污降碳协同

增效的内在要求，是高水平建设新时代美丽浙江、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举措。

第三条 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坚持目标引领、问题导向，数

字赋能、多跨协同，多元参与、联治共建。

第二章 组织实施

第四条 省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专班（以下简称“省专

班”）统筹指导和综合协调建设工作，省美丽浙江建设领导小组

办公室（以下简称“省美丽办”）承担日常工作。

第五条 各市、县（市、区）应加强对“无废城市”建设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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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建立政府负责人为组长、相关部门参与的相应专班，建

立工作机制，编制“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案，建立目标清单、

任务清单、项目清单和责任清单，并分年度制定实施计划，抓

好任务分解和措施落实。

第六条 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省生态环境厅、省建设厅牵

头，省美丽办成员单位共同参与迭代开发“无废城市在线应用”，

形成多跨协同、上下贯通的固体废物治理体系，提升固体废物

整体智治水平。

各市、县（市、区）应通过“无废城市在线应用”平台填报

指标数据，开展日常监管与调度。

第三章 市县申报

第七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设区市、县（市、区）可于每年 3

月底前向省美丽办提出上一年度“无废城市”建设评估申请，其

中县（市、区）应通过设区市初审后提出申请：

（一）制定全域“无废城市”实施方案并已发布；

（二）相关制度得到严格落实，省专班各成员单位的“无废

城市”年度工作计划与应急任务、信息调度机制、宣贯推介机制、

联防联控机制等按要求有效开展。

第八条 申报自然年存在下列情况不得申报：

（一）发生涉固体废物倾倒等环境污染事件，被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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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和国家有关部委、省委省政府领导批示否定的；

（二）在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省委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等省级以上督察检查中，发现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重大

问题且未按计划完成整改的；

（三）被中央媒体或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曝光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问题，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的；

（四）涉固体废物环境信访举报案件未及时办理，办结率

低于 95%的；

（五）发生因监管不力，失职渎职导致发生重大固体废物

环境违法案件及固体废物管理党风廉政出现问题且性质严重、

影响恶劣的；

（六）上一年度评估过程中出现材料造假或反馈整改问题

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的；

（七）发现其他重大问题的。

第九条 申报地区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报函和工作报告；

（二）全域“无废城市”建设技术报告，主要包括第七条、

第八条所列条件符合情况，“无废城市”建设各项指标年度目标

完成情况，任务清单、项目清单和责任清单完成情况；

（三）申报自然年建设指标完成情况的证明材料及必要的

佐证材料；

（四）县（市、区）申报应提供设区市初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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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各设区市应对照第七条、第八条规定，及时组织拟

申报的县（市、区）“无废城市”建设工作进行初审，并提出书

面初审意见。

第四章 核查评估

第十一条 依据《浙江省全域“无废城市”建设指标和评估细

则》，采用定量和定性结合的方法对各市、县（市、区）申报进

行核查评估。评估内容包括指标体系、工作体系、政策体系和

评价体系四部分，总分为 150分。

第十二条 省美丽办组织省专班成员单位对申报地区开展

核查评估，评估程序包括专家审查、现场核查、满意度调查和

部门联审等。

（一）专家审查和部门联审主要包括：第七条、第八条所

列条件符合情况；建设指标完成情况及相关证明材料的真实性

和有效性；“无废城市”建设模式典型性、代表性和可推广性等；

（二）现场核查主要包括：涉及固体废物督察、信访等问

题整改落实情况；专家审查和部门联审中需要核实的问题等；

（三）满意度调查委托省民调中心开展。

第十三条 核查评估结果根据综合分（S）设三星、四星和

五星三个等级：100≤S＜120分为三星级，120≤S＜140分为四星

级，S≥140分为五星级。

第十四条 核查评估中发现申报市县不符合第八条所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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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或出现第九条所列情形的，省美丽办将终止核查评估。对

存在弄虚作假行为、设区市初审意见严重失实等情况的，予以

通报批评并在相关考核中予以扣分。

第十五条 省美丽办组织省专班成员单位对核查评估结果

进行集体审议或书面征求意见；审议通过或征求意见无异议的，

予以 5 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后按程序报经省政府同意，以省

美丽浙江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名义公布。

第十六条 已通过“无废城市”建设评估的市、县（市、区）

不申请提升星级的，每年应对照《浙江省全域“无废城市”建设

指标和评估细则》进行自查，编制年度“无废城市”建设自查报

告，经同级人民政府同意后于 3月底前报省美丽办。对申请提

升星级的，按首次申报规定执行。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七条 评估结果纳入美丽浙江建设年度考核，并作为

省级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的分配因素。

第十八条 已通过“无废城市”建设评估的市、县（市、区）

出现第八条所列情形的，省美丽办将预警，并要求限期整改；

未按时按要求完成整改的，省美丽办将报请省政府同意后，予

以降低星级或撤销星级。

第十九条 核查评估人员在市县申请、核查评估等工作中，

不得透露工作秘密，严格落实廉洁自律责任，自觉遵守相关程

序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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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浙江省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指标和评估细

则由省美丽办制定发布，并根据国家“无废城市”最新指标及各

地实施情况适时更新。

第二十一条 本规程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省美丽办负责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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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浙江省全域“无废城市”建设指标和评估细则（满分 150分）

类别 评估内容
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目标值 评分方法和标准

分

值
适用范围 负责部门

一、指标体系（85 分）

1.1
固体废物

源头减量

1.1.1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产生强度年度增长

率*

负增长或零

增长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年度增长率实现负增

长或零增长。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每增长 1%（不足按 1%计），扣 1
分。

3
设区市、县

（市、区）

省生态环境厅

省统计局

1.1.2 工业危险废物产生

强度年度增长率*
负增长或零

增长

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强度年度增长率实现负增长或

零增长。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每增长 1%（不足按 1%计），扣 1
分。

4
设区市、县

（市、区）

省生态环境厅

省统计局

1.1.3
通过清洁生产审核

评估工业企业占比

★

完成年度目

标

通过清洁生产审核评估工业企业占比完成年度目

标。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不给分。

2
设区市、县

（市、区）

省经信厅

省生态环境厅

1.1.4 开展绿色工厂建设

的企业数量*
完成年度目

标

开展绿色工厂建设的企业数量完成年度目标。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不给分。

2
设区市、县

（市、区）

省经信厅

省生态环境厅

1.1.5
开展循环化改造、

绿色低碳建设的工

业园区数量*

完成年度目

标

完成循环化改造工业园区或绿色低碳园区建设年

度任务。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完成的按完成比例计分。

2
设区市、县

（市、区）

省发展改革委

省经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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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评估内容
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目标值 评分方法和标准

分

值
适用范围 负责部门

1.1.6 绿色矿山建成率★ 90%
绿色矿山建成率达 90%。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不给分。

2
设区市、县

（市、区）
省自然资源厅

1.1.7 绿色建筑占新建建

筑的比例★
100%

绿色建筑占城镇新建建筑的比例达 100%。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每低 5%扣 0.5分。

3
设区市、县

（市、区）
省建设厅

1.1.8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

建筑的比例
35%

装配式建筑占城镇新建建筑的比例达 35%。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的，每低 1个百分点扣 0.1分。

2
设区市、县

（市、区）
省建设厅

1.1.9 生活垃圾清运量★
完成年度目

标

生活垃圾清运量完成年度目标。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不给分。

2
设区市、县

（市、区）
省建设厅

1.1.10 易腐垃圾分类收集

清运量占比▲
20%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每低 1%扣 0.2分。
1

设区市、县

（市、区）
省建设厅

1.1.11 城镇居民小区生活

垃圾分类覆盖率*
100%

城镇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达 100%。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每低 0.5%扣 0.2分。

1
设区市、县

（市、区）
省建设厅

1.1.12 农村地区生活垃圾

分类覆盖率
100%

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达 100%。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每低 1%扣 0.2分。

1
设区市、县

（市、区）
省农业农村厅

1.1.13
企业采购使用符合

标准的包装材料比

例*
90%

企业采购使用符合标准的包装材料比例达 90%。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不给分。

1
设区市、县

（市、区）
省邮政管理局

1.1.14 快递循环中转袋使
用比例▲ 80%

快递循环中转袋使用比例达 80%。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不给分。

1 设区市、县
（市、区）

省邮政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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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评估内容
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目标值 评分方法和标准

分

值
适用范围 负责部门

1.1.15

积极推进碳达峰、
碳中和，降低重点

行业企业碳排放强
度*

完成年度目

标

充分发挥减少资源消耗和降碳的协同作用，完成
碳达峰、碳中和年度目标任务。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不给分。

1 设区市
省发展改革委

省经信厅

省生态环境厅

1.2
固体废物

资源化利

用

1.2.1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综合利用率★

98%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 98%。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每低 0.5%扣 1分。

4 设区市、县
（市、区）

省生态环境厅
省经信厅

1.2.2 工业危险废物综合

利用率★
80%

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达 80%。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每低 1%（不足按 1%计）扣 0.5分。

4 设区市、县

（市、区）
省生态环境厅

1.2.3 秸秆收储运体系覆

盖率
100%

秸秆收储运体系覆盖率达 100%。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不给分。

1 设区市、涉农

县（市、区）
省农业农村厅

1.2.4
规模养殖场粪污处

理设施装备配套率
*

100%
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 100%。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不给分。

1 设区市、涉农
县（市、区）

省农业农村厅

1.2.5 秸秆综合利用率★ 96%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6%。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不给分。

2 设区市、涉农
县（市、区）

省农业农村厅

1.2.6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和无害化处理率

*
92%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率达 92%。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不给分。

1 设区市、涉农
县（市、区）

省农业农村厅

1.2.7 农膜回收率★ 85%
农膜回收率达 85%。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不给分。

2 设区市、涉农
县（市、区）

省农业农村厅

1.2.8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

收率
90%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达 90%。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不给分。

1 设区市、涉农

县（市、区）
省农业农村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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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评估内容
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目标值 评分方法和标准

分

值
适用范围 负责部门

1.2.9 化学农药施用量亩

均下降幅度

负增长或零

增长

化学农药亩均施用量不高于上年水平。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不给分。

1 设区市、涉农

县（市、区）
省农业农村厅

1.2.10 主要农作物化肥利

用率（氮肥）* 43%
主要农作物化肥利用率（氮肥）达到 43%。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不给分。

1 设区市、涉农

县（市、区）
省农业农村厅

1.2.11 建筑垃圾综合利用

率* 90%
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达 90%。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每低 5%扣 1分。

3 设区市、县

（市、区）
省建设厅

1.2.12 生活垃圾回收利用

率★
35%

城镇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 35%。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每低 1%扣 0.5分。

3 设区市、县

（市、区）
省建设厅

1.2.13 生活源再生资源回

收量增长率* 正增长

生活源再生资源回收量增长率实现正增长。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不给分。

3 设区市、县

（市、区）
省商务厅

1.2.14 医疗卫生机构可回

收物回收率★
80%

医疗卫生机构可回收物回收率达 80%。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每低 0.5%扣 1分。

2 设区市、县

（市、区）

省卫生健康委

省商务厅

1.3
固体废物
无害化处

置

1.3.1 危险废物填埋处置

率* ≤5%
危险废物填埋处置率≤5%的，得 4分；

填埋处置率>5%的，每超过 5个百分点扣 0.5分，

不足 5个百分点的、按 5个百分点计。

4 设区市、县

（市、区）
省生态环境厅

1.3.2 医疗废物收集处置

体系覆盖率★
100%

医疗废物收集处置体系覆盖率 100%。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按比例计分。

2 设区市、县

（市、区）

省卫生健康委

省生态环境厅

1.3.3 社会源危险废物收

集处置体系覆盖率
60%

社会源危险废物收集处置体系覆盖率达 60%。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每低 5%扣 0.5分。

2 设区市

省生态环境厅

省市场监管局

省交通运输厅

省科技厅

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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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评估内容
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目标值 评分方法和标准

分

值
适用范围 负责部门

1.3.4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贮存处置量下降幅

度★
5%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量下降幅度高于 5%。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每低 0.5%扣 1分。

4 设区市、县
（市、区）

省生态环境厅

1.3.5

完成大宗工业固体
废物堆存场所（含

尾矿库）综合整治
的堆场数量占比○

完成年度目

标

完成大宗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含尾矿库）综
合整治的堆场数量完成年度目标。

完成目标的，得满分；
未完成目标的，不给分。

2 设区市、县

（市、区）

省生态环境厅

省应急管理厅

1.3.6 病死畜禽集中无害

化处理率
95%

病死畜禽集中无害化处理率达 95%。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不给分。

1 设区市、涉农

县（市、区）
省农业农村厅

1.3.7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 100%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100%。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不给分。

4 设区市、县
（市、区）

省建设厅
省农业农村厅

1.3.8 城镇和工业污泥无

害化处置率*
90%

城镇污泥和工业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 90%，分别

设 2分。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相应要求的，不给分。

4 设区市
省建设厅

省生态环境厅

1.3.9 动物医疗废物无害

化处置率▲

2022年达
50%，2023
年及以后达

100%

动物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置率达年度目标。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每低 5%扣 0.5分。

1 设区市、县

（市、区）

省农业农村厅

省生态环境厅

1.3.10 医疗废物安全处置
率▲ 100%

医疗废物安全处置率达 100%。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不给分。

1 设区市、县
（市、区）

省生态环境厅
省卫生健康委

1.3.11 小微产废单位危险
废物收运覆盖率▲ 100%

小微产废单位危险废物收运覆盖率达 100%。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不给分。

3 设区市、县
（市、区）

省生态环境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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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评估内容
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目标值 评分方法和标准

分

值
适用范围 负责部门

二、工作体系（20 分）

2.1 工作机制
“无废城市”建设协

调机制★

1.地方党委、政府牵头组织成立由主要领导同志负责，多部门共

同参与的组织协调机制，得 1分。

2.成立相应的工作专班，建立并落实专班各成员单位共同参与的

组织协调机制，得 1分。

3.制定并落实“四张清单”，得 1分。

4.定期报送相关工作总结、计划等材料，得 1分。

5.未对各条线上的工作及时调度和督查的，每次扣 0.5分，扣完

1分为止。

4
设区市、县

（市、区）

无废专班成员

单位

2.2 数字赋能
数字化平台建设和

应用情况▲

1.按时在“无废城市在线应用”平台填报相关信息数据，达到要求

得 2分；未按时规范填报，每次扣 0.5分，扣完 2分为止。

2.每年度新增“无废城市”数字化改革省级试点场景建设并建成

应用的，每个得 1分，本项至多得 2分。

3.开展“浙固码”赋码、销码工作的，视情况得 2分。

6
设区市、县

（市、区）

无废专班成员

单位

2.3
试点创新和经验交

流

典型做法经验起到

示范引领作用▲

1.在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固体废物治理相关领域举办工作推进

会、交流论坛等，在此类会议上作典型发言的，每次加 1分。

2.相关做法和经验成果在相关国家部委考核中排名领先、获得省

级及以上发文表彰或推广的，每项加 1分。

3.本项累计至多得 4分。

4
设区市、县

（市、区）
无废专班

2.4 宣传教育培训
开展“无废城市”宣
传教育和培训*

中央媒体宣传报道每篇得 1分；省级宣传报道每篇得 0.5分；本

地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视情况至多得 2分，本项累计至多得 4
分。（县〔市、区〕加分的，所属设区市减半加分）

4
设区市、县

（市、区）
无废专班

2.5 治塑成效
塑料污染治理成效

▲

通过塑料污染治理生产、流通、消费、处置、利用等环节量化指

标，综合评估塑料污染治理成效。

按综合评分进行排序赋分，第 1-2名得 2分，3-6 名得 1分，6-11
名不得分。

2 设区市
省发展改革委

省生态环境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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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评估内容
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目标值 评分方法和标准

分

值
适用范围 负责部门

三、政策体系（25 分）

3.1 制度体系

3.1.1
“无废城市”建设政

策文件及有关规划

制定★

覆盖五大类

固体废物

制定出台覆盖五大类固体废物管理政策性文件、

规划、方案、指南等。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视情况给分。

3
设区市、县

（市、区）

无废专班成员

单位

3.1.2
开展“无废城市细

胞”建设的单位数

量

完成省、市级

分解任务

完成省、市级“无废城市细胞”分解任务目标的，得

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按比例扣分。

4
设区市、县

（市、区）

无废专班成员

单位

3.1.3
“无废城市”建设是

否纳入美丽浙江建

设考核*

纳入美丽浙

江建设考核

“无废城市”建设纳入当地美丽浙江建设考核的，得

满分；

未纳入的，不给分。

2
设区市、县

（市、区）
省生态环境厅

3.2 市场体系

3.2.1
“无废城市”建设项

目投资总额★
排名领先

根据“无废城市”建设项目清单和相关各类资金总

额，按全省排名情况赋分。
1

设区市、县

（市、区）

省财政厅

省生态环境厅

3.2.2
“无废城市”建设省

级奖补资金绩效▲
排名领先

按年度省级奖补资金使用绩效评估得分排名赋

分。1-3名得 3分，4-6名得 2分，7-9 名得 1分，

10-11名得 0.5分。

3 设区市
省生态环境厅

省财政厅

3.2.3
“无废城市”绿色贷

款余额和绿色债券

存量*
排名领先

根据“无废城市”绿色贷款余额和绿色债券存量，各

0.5分，按全省排名情况赋分。
1

设区市、县

（市、区）

中国人民银行

杭州中心支行

省发展改革委

省银保监局

3.2.4
纳入企业环境信用

评价范围的固体废

物相关企业情况*

纳入企业环

境信用评价

范围

纳入企业环境信用评价范围的，得满分；

未纳入的，不给分。
1

设区市、县

（市、区）
省生态环境厅

3.2.5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覆盖率

100%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覆盖率达

100%。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按比例扣分。

1
设区市、县

（市、区）

省生态环境厅

省银保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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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评估内容
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目标值 评分方法和标准

分

值
适用范围 负责部门

3.3 技术体系 3.3.1

固体废物回收利用

处置关键技术工

艺、设备研发及成

果转化

完成年度目

标

固体废物回收利用处置关键技术工艺、设备研发

及成果转化数量完成年度目标。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按比例扣分。

1 设区市
无废专班成员

单位

3.4 监管体系

3.4.1 五大类固体废物监

管联网覆盖率*
完成年度目

标

五大类固体废物监管联网覆盖率完成年度目标，

得满分；

未达到目标的，不给分。

2
设区市、县

（市、区）

无废专班成员

单位

3.4.2 危险废物规范化管

理抽查合格率
合格及以上

经营单位和产生单位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

估结果各 1分。

达到合格及以上的，得满分；

未达到的，不给分。

2
设区市、县

（市、区）
省生态环境厅

3.4.3 固体废物环境污染

刑事案件立案率★
100%

固体废物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立案率达 100%。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不给分。

1
设区市、县

（市、区）

省公安厅

省建设厅

3.4.4
涉固体废物环境信

访、投诉、举报案

件办结率

100%

涉固体废物环境信访、投诉、举报案件办结率达

100%。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不给分。

2
设区市、县

（市、区）
省生态环境厅

3.4.5

固体废物环境污染

案件开展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工作的覆

盖率

100%

固体废物环境污染案件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

作的覆盖率达 100%。

达到要求的，得满分；

未达到要求的，不给分。

1 设区市 省生态环境厅

四、评价体系（20 分）

4.1 平台智评 无废指数▲

1.指标数据按时线上填报/接入情况：数据在线获取率（1分）

2.各期平均排名情况：1-3名加 2分，4-6 名加 1.5分，7-9名加 1
分，10-11名加 0.5分（2分）

3.年度排名情况：根据年末发布的年度排名，按十等分等差递减

6 设区市 省美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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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评估内容
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目标值 评分方法和标准

分

值
适用范围 负责部门

赋分（2分）

4.年度进步情况：根据年度排名较去年上升名次数，按等差梯度

赋分，如上升 6名得 0.6分，上升 1名得 0.1分（1分）

4.2 部门推荐
业务小组牵头部门

评价▲
按照加权平均结果的排名情况等差梯度赋分。 3

设区市、县

（市、区）

省无废专班成

员单位

4.3 专家评估
技术报告和支撑材

料质量▲
按百分制赋分，求平均后等差梯度赋分。 3

设区市、县

（市、区）

省无废专班成

员单位

4.4 机构测评

公众对“无废城市”
建设成效的参与和

满意程度*

根据认知度、参与度、满意度、信心度和获得感五个维度评估结

果等差梯度赋分。
3

设区市、县

（市、区）
省统计局

4.5 加扣分项

加分项：每件加 1分，至多加 5分
（所属设区市减半加分）

5

设区市、县

（市、区）

省美丽办

省级相关部门扣分项：每起扣 1分
（所属设区市减半扣分）

扣

完

为

止

说明：1. 标★为国家指标体系必选指标；标*为修订国家指标；标▲为浙江省特色指标；标○为县（市、区）可选指标。

2. 部分目标值根据年度目标任务动态更新。

3. 所有评价指标以 2020为基准年。

4. 若县（市、区）确不涉及必选指标的，采用缺项计分，即所涉及的必选指标按百分制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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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解释和计算方法

一、指标体系

1.1.1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年度增长率

（1）指标解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指纳入辖区内产生企业，

每万元工业增加值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该指标是用于促进全面

降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源头产生强度的综合性指标。

（2）计算方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

生量÷工业增加值；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年度增长率（%）=（当年一般工业固体

废物产生强度-上一年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上一年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产生强度×100%。

（3）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门、统计主管部门；其中，2022年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按环境统计口径，2023年起按“无废城市在线应

用”数据。

1.1.2 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强度年度增长率

（1）指标解释：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强度指纳入辖区内产生企业，每

万元工业增加值的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该指标是用于促进全面降低工

业危险废物源头产生强度的综合性指标。

（2）计算方法：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强度=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工业

增加值；

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强度年度增长率（%）=（当年工业危险废物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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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上一年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强度）÷上一年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强度

×100%。

（3）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门、统计主管部门；其中，工业危险废

物产生量按“无废城市在线应用”数据。

1.1.3 通过清洁生产审核评估工业企业占比

（1）指标解释：指需开展清洁生产审核评估的工业企业中，按《清

洁生产审核评估与验收指南》（环办科技〔2018〕5 号）要求通过审核

评估的工业企业数量占比。

（2）计算方法：通过清洁生产审核评估工业企业占比（%）=通过

清洁生产审核评估的工业企业数量÷需开展清洁生产审核评估的工业企

业数量×100%。

（3）数据来源：经信部门、生态环境部门；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企

业名单由生态环境部门提供，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名单由经信部门

提供。

1.1.4 开展绿色工厂建设的企业数量

（1）指标解释：绿色工厂是指按照《绿色工厂评价通则》（GB/T

36132）和相关行业绿色工厂评价导则，实现了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

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工厂，包括国家级、省级、市

级等各级绿色工厂。该指标用于促进工厂减少有害原材料的使用，提高

原材料使用效率和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2）计算方法：按实际开展绿色工厂建设数量计。

（3）数据来源：经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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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开展循环化改造、绿色低碳建设的工业园区数量

（1）指标解释：指开展循环化改造工业园区或绿色低碳园区建设数

量。

（2）计算公式：按实际开展循环化改造工业园区数量和绿色低碳园

区建设数量计。

（3）数据来源：开展循环化改造工业园区目标数和年度目标数，由

发展改革部门提供；开展绿色低碳园区建设数，由经信部门提供。

1.1.6 绿色矿山建成率

（1）指标解释：指新应当建设绿色矿山中完成绿色矿山建设的矿山

数量占比。绿色矿山指纳入全国、省级、市级绿色矿山名录的矿山。该

指标用于促进降低矿产资源开采过程固体废物产生量和环境影响，提升

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加快矿业转型与绿色发展。

（2）计算方法：绿色矿山建成率（%）=完成绿色矿山建设的矿山

数量÷应建矿山的数量×100%。

（3）数据来源：自然资源部门；按自然资源部门发布的绿色矿山名

单为准。

1.1.7 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

（1）指标解释：指当年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比。绿色建筑是

指达到《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或省市级相关标准的建筑。

该指标用于促进建筑垃圾源头减量，提高建筑节能水平。

（2）计算方法：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新建绿色建筑

面积总和÷新建建筑面积总和×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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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据来源：建设部门。

1.1.8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

（1）指标解释：指当年城镇新建建筑中装配式建筑面积占比。装配

式建筑是指用预制部品部件在工地装配而成的建筑。该指标用于促进装

配式建筑应用，推动建筑垃圾源头减量。

（2）计算方法：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新建装配式

建筑面积÷城镇新建建筑面积总和×100%。

（3）数据来源：建设部门。

1.1.9 生活垃圾清运量

（1）指标解释：指辖区范围内收集和运送到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

生活垃圾数量。该指标用于促进城市生活垃圾源头减量。

（2）计算方法：按实际收集和运送到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生活垃

圾数量计。

（3）数据来源：建设部门。

1.1.10 易腐垃圾分类收集清运量占比

（1）指标解释：指城镇范围内易腐垃圾分类收集量占易腐垃圾和其

他垃圾清运量的比例。

（2）计算方法：易腐垃圾分类收集清运量占比（%）=城镇范围内

易腐垃圾分类收集量÷（易腐垃圾+其他垃圾）清运量×100%。

（3）数据来源：建设部门；按条线报送建设部门的数据为准。

1.1.11 城镇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

（1）指标解释：指城镇范围内已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的居民小区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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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当地居民小区总数的比例。

（2）计算方法：城镇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城镇范围内已开

展生活垃圾分类的居民小区数量÷该区域内居民小区总数×100%。

（3）数据来源：建设部门；按条线报送建设部门的数据为准。

1.1.12 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

（1）指标解释：指农村地区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的行政村数量占行政

村总数的比例。

（2）计算方法：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开展生活垃

圾分类的行政村数量÷行政村总数×100%。

（3）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门；按条线报送农业农村部门的数据为

准。

1.1.13 企业采购使用符合标准的包装材料比例

（1）指标解释：指寄递企业严格按照现行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采

购包装材料占所使用包装材料总量的比例。

（2）计算方法：企业采购使用符合标准的包装材料比例（%）=企

业采购使用符合标准的包装材料量÷包装材料总量×100%。

（3）数据来源：邮政管理部门。

1.1.14 快递循环中转袋使用比例

（1）指标解释：指快递循环中转袋使用数量占快递中转袋总数的比

例。

（2）计算方法：快递循环中转袋使用比例（%）=快递循环中转袋

使用数量÷快递中转袋总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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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据来源：邮政管理部门。

1.1.15 积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降低重点行业企业碳排放强度

（1）指标解释：指城市钢铁、建材、有色、化工、石化、电力、煤

炭等重点行业企业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工作，降低碳排放强度。该

指标为城市整体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供重要支撑。

（2）数据来源：发展改革部门、经信部门、生态环境部门。

1.2.1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1）指标解释：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占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产生量（包括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的比例。

（2）计算方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当年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综合利用往年贮存

量）×100%。

（3）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门；2022年按环境统计口径，2023年

起按“无废城市在线应用”数据。

1.2.2 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

（1）指标解释：指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利用量占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

（包括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的比例。该指标用于促进工业危险废物综

合利用，减少工业资源、能源消耗。

（2）计算方法：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工业危险废物综

合利用量÷（当年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100%。

其中，无机类危险废物（HW17、HW18、HW22、HW23、HW24、

HW25、HW26、HW27、HW28、HW46、HW48）进入水泥窑协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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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计入综合利用量；其余危险废物进入水泥窑协同处置的，不计入

综合利用量。

（3）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门；按“无废城市在线应用”数据。

1.2.3 秸秆收储运体系覆盖率

（1）指标解释：指纳入应建秸秆收储运体系的行政村占比。该指标

用于促进提高秸秆收集水平，有助于推动秸秆的资源化利用。

（2）计算方法：秸秆收储运体系覆盖率（%）=纳入秸秆收储运体

系的行政村数量÷辖区内行政村总数×100%。

（3）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门。

1.2.4 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

（1）指标解释：配套建设粪便污水贮存、处理、利用等设施的畜禽

规模养殖场占畜禽规模养殖场总数的比例。委托粪污处理中心全量收集

处理、有协议且正常运行的，可视为已配套粪污处理设施。

（2）计算方法：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配套

建设粪便污水贮存、处理、利用等设施的畜禽规模养殖场÷畜禽规模养殖

场总数×100%。

（3）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门。

1.2.5 秸秆综合利用率

（1）指标解释：指秸秆肥料化（含还田）、饲料化、基料化、燃料

化、原料化利用总量与秸秆可收集资源量（测算）的比率。该指标用于

促进秸秆的资源化利用，实现部分替代原生资源。鼓励各地整县推进秸

秆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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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算方法：秸秆综合利用率（%）=秸秆综合利用量÷秸秆可收

集资源量（测算）×100%。

（3）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门；按条线报送农业农村部门的数据为

准。

1.2.6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率

（1）指标解释：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量与畜禽粪污

总量的比率。畜禽粪污产生总量、资源化利用量和无害化处理量根据畜

禽规模养殖场直联直报信息系统确定。该指标有助于推动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鼓励各地整县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2）计算方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率（%）=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量÷畜禽粪污产生总量（测算）×100%。

（3）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门；以养殖场直联直报信息平台中的数

据为准。

1.2.7 农膜回收率

（1）指标解释：指农膜回收量占使用量的比例。该指标用于促进提

高农膜回收水平。

（2）计算方法：农膜回收率（%）=农膜回收量÷农膜使用量×100%。

（3）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门；按条线报送农业农村部门的数据为

准。

1.2.8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

（1）指标解释：指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量占产生量的比例。该指标

用于促进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和集中处置体系建设，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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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生态环境安全。

（2）计算方法：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农药包装废弃物回

收量÷农药包装废弃物产生量（测算）×100%。

（3）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门；按条线报送农业农村部门的数据为

准。

1.2.9 化学农药施用量亩均下降幅度

（1）指标解释：指当年亩均化学农药施用量与基准年相比下降的幅

度。该指标用于促进减少化学农药施用量。

（2）计算方法：化学农药施用量亩均下降幅度（%）=（基准年亩

均化学农药施用量-评价年亩均化学农药施用量）÷基准年亩均化学农药

施用量×100%。

（3）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门；按条线报送农业农村部门的数据为

准。

1.2.10 主要农作物化肥利用率（氮肥）

（1）指标解释：指当季作物从所施用的肥料中吸收的养分占肥料中

该种养分总量的比例。根据农业农村部的要求，结合我省主要农作物种

植情况，测算水稻、小麦等的氮肥当季利用率。

（2）计算方法：主要农作物化肥利用率（氮肥）（%）=（氮磷钾

区作物吸收的养分量-无氮区作物吸收的养分量）÷氮肥施入量×100%。

（3）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门；按条线报送农业农村部门的数据为

准。

1.2.11 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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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标解释：指城市建筑垃圾综合利用量占建筑垃圾产生量的比

例。根据《关于“十四五”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意见》（发改

环资〔2021〕381号）和《浙江省建设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建筑垃圾治理

工作的实施意见》，建筑垃圾综合利用指城市建筑垃圾直接利用和资源

化利用，利用形式主要包括以建筑垃圾为原料加工制成再生材料和制品，

以及建筑垃圾直接用于土方平衡、林业用土、环境治理、烧结制品、回

填等。该指标用于促进建筑垃圾综合利用。

（2）计算方法：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建筑垃圾综合利用量÷

建筑垃圾产生量（估算）×100%。

（3）数据来源：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按条线报送数据为准。

1.2.12 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

（1）指标解释：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指城镇范围未进入生活垃圾焚

烧和填埋设施进行处理的可回收物、易腐垃圾的数量，占生活垃圾产生

量的比例。该指标用于促进提高生活垃圾回收利用水平。

（2）计算方法：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城镇范围内（未进入

焚烧或填埋的）易腐垃圾和可回收物量÷生活垃圾总量×100%；

（3）数据来源：建设部门。

1.2.13 生活源再生资源回收量增长率

（1）指标解释：指当年生活源再生资源回收量相对于基准年生活源

再生资源回收量的增长率。生活源再生资源类别包括报废钢铁、废有色

金属、废塑料、废纸、废玻璃、废橡胶、废纺织品等。该指标用于促进

提升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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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算方法：生活源再生资源回收量增长率（%）=（评价年生

活源再生资源回收量-基准年生活源再生资源回收量）÷基准年生活源再

生资源回收量×100%。

（3）数据来源：商务部门。

1.2.14 医疗卫生机构可回收物回收率

（1）指标解释：指医疗卫生机构可回收物回收量占可回收物产生量

的比例。医疗卫生机构可回收物主要指未经患者血液、体液、排泄物等

污染的输液瓶（袋）。该指标用于提高医疗卫生机构可回收物的回收水

平。

（2）计算方法：医疗卫生机构可回收物回收率（%）=医疗卫生机

构可回收物回收量÷医疗卫生机构可回收物产生量×100%。

（3）数据来源：卫生健康部门。

1.3.1 危险废物填埋处置率

（1）指标解释：指工业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占产生量的比例。该指

标用于促进减少工业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提高工业危险废物资源化利

用水平。

（2）计算方法：工业危险废物填埋处置率（%）=工业危险废物填

埋处置量÷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100%。

（3）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门；按“无废城市在线应用”数据。

1.3.2 医疗废物收集处置体系覆盖率

（1）指标解释：指纳入我省医疗废物“小箱进大箱”收运管理范围（包

括城镇和农村），并由持有医疗废物经营许可证单位进行处置的医疗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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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机构占比。该指标用于促进提高医疗废物收集处置能力。“小箱进大箱”

是指持有医疗废物经营许可证单位和所有小箱点医疗机构签订处置协

议，并委托大箱点医疗机构代为收集医疗废物的情形。

（2）计算方法：医疗废物收集处置体系覆盖率（%）=纳入医疗废

物收集处置体系的医疗卫生机构数量÷医疗卫生机构总数×100%。

（3）数据来源：纳入医疗废物收集处置体系的医疗卫生机构数量由

生态环境部门提供，医疗卫生机构总数由卫生部门提供。

1.3.3 社会源危险废物收集处置体系覆盖率

（1）指标解释：指纳入危险废物收集处置体系的社会源危险废物产

生单位（主要包括高校及研究机构实验室、第三方社会检测机构实验室、

汽修企业）数量占社会源危险废物产生单位总数的比例。该指标用于促

进提升社会源危险废物的收集处置能力。

（2）计算方法：社会源危险废物收集处置体系覆盖率（%）=纳入

危险废物收集处置体系的社会源危险废物产生单位数量÷社会源危险废

物产生单位总数×100%。

（3）数据来源：教育机构实验室数量由教育主管部门提供、社会检

测机构实验室数量由市场监管和科技部门提供、机动车维修企业数量由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供；纳入收集处置体系的单位数量由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提供。

1.3.4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量下降幅度

（1）指标解释：指当年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量与基准年相比

下降的幅度。该指标用于促进减少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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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算方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量下降幅度（%）=（基

准年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量-评价年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

量）÷基准年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量×100%。其中，一般工业固体

废物贮存处置量=本年度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上年末一般工业固体

废物实际贮存量-本年度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量。

（3）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门；2022年按环境统计数据，2023年

起按“无废城市在线应用”数据。

1.3.5 完成大宗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含尾矿库）综合整治的堆场

数量占比

（1）指标解释：指完成综合整治的大宗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含

尾矿库）占比。大宗工业固体废物指我国各工业领域在生产活动中年产

生量在 1000万吨以上、对环境和安全影响较大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

尾矿、煤矸石、粉煤灰、冶炼渣、工业副产石膏、赤泥和电石渣等。该

指标用于促进大宗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的规范管理。

（2）计算方法：（大宗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整治完成数+尾矿库

环境整治完成数+尾矿库安全治理完成数）÷大宗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

（含尾矿库）综合整治的年度目标。

（3）数据来源：完成大宗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整治完成数+尾矿

库环境整治完成数，由生态环境部门提供；完成安全整治、闭库、销库

的尾矿库数量，由应急管理部门提供。

1.3.6 病死畜禽集中无害化处理率

（1）指标解释：指采取焚烧、化制等工厂化方式统一收集、集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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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病死畜禽数量占病死畜禽总数的比例。该指标用于促进病死畜禽集

中无害化处理。

（2）计算方法：病死畜禽集中无害化处理率（%）=集中无害化处

理的病死畜禽数量÷病死畜禽总数×100%。

（3）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门。

1.3.7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指标解释：指辖区内无害化处理的城乡生活垃圾数量占辖区内

生活垃圾产生总量的比例。

（2）计算方法：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辖区内无害化处理

的城乡生活垃圾数量÷辖区内生活垃圾产生总量×100%。

（3）数据来源：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以及产生总量由建设部

门提供；农村地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以及产生总量由农业农村部门

提供。城镇和农村数据可合并。

1.3.8 城镇和工业污泥无害化处置率

（1）指标解释：城镇污泥无害化处置率指无害化处置的城镇污泥量

与城镇污泥总产生量的比率；工业污泥无害化处置率指无害化处置的工

业污泥量与工业污泥总产生量的比率。

（2）计算方法：城镇污泥无害化处置率（%）=无害化处置的城镇

污泥量÷城镇污泥总产生量×100%。

工业污泥无害化处置率（%）=无害化处置的工业污泥量÷工业污泥

总产生量×100%。

（3）数据来源：城镇污泥相关数据由建设部门提供；工业污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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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由生态环境部门提供，按“无废城市在线应用”数据。

1.3.9 动物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置率

（1）指标解释：辖区内开展动物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置的动物医疗废

物产生单位占产生单位总数的比例。其中：动物医疗废物产生单位主要

包括畜禽规模场、动物诊疗机构、兽医实验室、动物防疫社会化服务组

织。

（2）计算方法：动物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置率（%）=纳入收运处置

体系的动物医疗废物产生单位数量÷产生单位总数×100%；

（3）数据来源：“纳入收运处置体系的动物医疗废物产生单位数量”

由生态环境部门提供；“产生单位总数”由农业农村部门提供。

1.3.10 医疗废物安全处置率

（1）指标解释：指当年医疗废物安全处置量占当年医疗废物总产生

量的比例。

（2）计算方法：医疗废物安全处置率（%）=当年医疗废物安全处

置量÷当年医疗机构医疗废物总产生量×100%。

（3）数据来源：医疗废物安全处置量由生态环境部门提供，医疗机

构医疗废物总产生量由卫生健康部门提供。

1.3.11 小微产废单位危险废物收运覆盖率

（1）指标解释：指辖区内危险废物年产量在 20吨及以下的企事业

单位纳入统一收运体系的数量与危险废物年产量在 20 吨及以下的企事

业单位总数的比值。

（2）计算方法：小微产废单位危险废物收运覆盖率（%）=危险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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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年产量在 20吨及以下的企事业单位纳入统一收运体系的数量÷危险废

物年产量在 20吨及以下的企事业单位总数×100%。

（3）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门。

二、工作体系

2.1 工作机制-“无废城市”建设协调机制

（1）指标解释：地方党委和政府加强“无废城市”建设领导，牵头组

织成立由主要领导负责，多部门共同参与的组织协调机制，成立工作专

班，建立工作机制，落实目标清单、任务清单、项目清单和责任清单，

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强化资金保障。

（2）数据来源：市、县（市、区）“无废”专班。

2.2 数字赋能-数字化平台建设和应用情况

（1）指标解释：1.强化“无废城市在线应用”数字化改革在固体废物

管理的应用，推动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农业固体废物等平台与“无废城

市在线应用”主平台对接和多跨协同，扩大使用范围和覆盖面；2.各地认

领“一地创新、全省共享”应用场景建设情况；3.省市县平台数据三级贯通

情况。

（2）数据来源：市、县（市、区）“无废”专班。

2.3 试点创新和经验交流-典型做法经验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1）指标解释：1.相关做法和经验成果获得省级及以上发文表彰或

推广的；2.相关做法和经验成果在相关国家部委考核中排名领先的；3.

现场会交流。

（2）数据来源：市、县（市、区）“无废”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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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宣传教育培训-开展“无废城市”宣传教育和培训

（1）指标解释：1.无废巡礼发布情况；2.省级及以上各类媒体宣传；

3.开展教育培训情况等。

（2）数据来源：市、县（市、区）“无废”专班。

2.5 治塑成效-塑料污染治理成效

（1）指标解释：通过塑料污染治理生产、流通、消费、处置、利用

等环节量化指标，综合评估塑料污染治理成效。

（2）数据来源：发展改革部门、生态环境部门。

三、政策体系

3.1.1“无废城市”建设政策文件及有关规划制定

（1）指标解释：指涉及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政策性

文件、有关规划和方案出台情况。该指标用于促进各地制定“无废城市”

建设相关的地方性法规或政策性文件，推进相关工作。

（2）数据来源：市、县（市、区）“无废”专班。

3.1.2 开展“无废城市细胞”建设的单位数量

（1）指标解释：指按照“无废城市”建设要求开展固体废物源头减量

和资源化利用工作的机关、企事业单位、饭店、商场、集贸市场、社区、

村镇等单位数量。该指标用于促进“无废城市细胞”推广建设，推动实现

绿色生活和绿色生产方式。

（2）数据来源：市、县（市、区）“无废”专班；按“无废城市在线

应用”数据。

3.1.3 “无废城市”建设是否纳入美丽浙江建设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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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标解释：指将“无废城市”建设重要指标及成效纳入市、县（市、

区）政府和有关部门考核。该指标用于推动“无废城市”建设任务有效落

地。

（2）数据来源：市、县（市、区）“无废”专班。

3.2.1 “无废城市”建设项目投资总额

（1）指标解释：指“无废城市”建设相关项目资金投入总额。项目资

金渠道来源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资金（含基本建设投资资金和相关

专项资金）、地方政府部门自筹资金（指地方政府部门的各种预算外资

金以及通过社会筹集的资金）、企业自筹资金、其他资金。该指标用于

促进政府有关部门、金融机构、企业加大对“无废城市”建设相关项目的

投资。

（2）计算公式：投资总额=财政投入+其它投入；其中，财政投入是

指当年本地财政直接用于保障支持“无废城市”建设的财政资金总额，由

财政部门提供；其它投入是指列入本地“无废城市”重点项目的当年完成

投资总额，由“无废”专班汇总有关成员单位数据提供。

3.2.2 “无废城市”建设省级奖补资金绩效

（1）指标解释：指各地使用“无废城市”建设省级奖补资金的绩效。

该指标用于提升各地开展“无废城市”建设的工作成效。

（2）计算方法：按绩效评估排名分档赋分。

（3）数据来源：省生态环境厅。

3.2.3 “无废城市”绿色贷款余额和绿色债券存量

（1）指标解释：指银行业金融机构用于支持“无废城市”建设的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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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余额和绿色债券存量。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建立绿色贷款专项统计制度的通知》（银

发〔2018〕10号）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修订绿色贷款专项统计制度

的通知》（银发〔2019〕326 号）建立的绿色贷款专项统计制度，绿色

贷款包括支持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生态环境

产业、基础设施绿色升级和绿色服务等的贷款。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发展改革委 证监会关于印发<绿色债券支持项

目目录（2021年版）>的通知》（银发〔2021〕96号），绿色债券是指

将募集资金专门用于支持符合规定条件的绿色产业、绿色项目或绿色经

济活动，依照法定程序发行并按约定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

（2）数据来源：人行杭州中心支行。

3.2.4 纳入企业环境信用评价范围的固体废物相关企业情况

（1）指标解释：固体废物相关企业指固体废物产生企业，以及从事

固体废物回收、利用、处置等经营活动的各类企业。该指标用于促进固

体废物相关企业开展企业环境信用评价。

（2）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门。

3.2.5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覆盖率

（1）指标解释：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数量占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总数的比例。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是指从事危险废物（含

医疗废物）集中利用或集中处置且已申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

该指标用于促进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2）计算方法：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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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数量÷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总

数×100%。

新申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申领之日起 6个月内不计入“危

险废物经营单位总数”。

（3）数据来源：投保单位数量由浙江银保监局提供，经营单位总数

由生态环境部门提供。

3.3.1 固体废物回收利用处置关键技术工艺、设备研发及成果转化

（1）指标解释：指企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等开展固体废物减量

化、资源化、无害化相关关键技术工艺和设备研发及工程应用示范的数

量。该指标有助于促进提升固体废物回收利用处置的科技水平。

（2）数据来源：市、县（市、区）“无废”专班。

3.4.1 五大类固体废物监管联网覆盖率

（1）指标解释：指“无废城市在线应用”平台里五大类固体废物监督

管理子系统和核心数据的联通覆盖情况。

（2）计算方法：五大类固体废物监管联网覆盖率（%）=“无废城市

在线应用”应用已联通覆盖的五大类固体废物监管子系统的数量÷涉及五

大类固体废物监管的相关业务系统的总数量×100%。

（2）数据来源：市、县（市、区）“无废”专班。

3.4.2 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抽查合格率

（1）指标解释：根据《“十四五”全国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

工作方案》（环办固体〔2021〕20号）以及 2022年度浙江省危险废物

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工作相关要求，对全市域范围内的危险废物产生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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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和经营单位进行规范化管理抽查考核评估得到的合格率。该指标用于

促进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

（2）计算方法：经营单位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合格率＝（经

评估达标的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数量+0.7×经评估基本达标的危险废物经

营单位数量）÷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总数量。

产生单位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合格率＝（经评估优秀的危

险废物产生单位数量+0.7×经评估良好的危险废物产生单位数量+0.4×经

评估合格的危险废物产生单位数量）÷危险废物产生单位抽取总数量。

（3）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门。

3.4.3 固体废物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立案率

（1）指标解释：指地区范围内固体废物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立案数量

占所有固体废物环境污染符合刑事案件立案条件线索数量的比例。该指

标反映对固体废物环境污染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和工作成效，用于促进

加大监管执法力度，震慑和防范固体废物相关违法违规行为。

（2）计算方法：固体废物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立案率（%）=地区范

围内固体废物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立案数量÷地区范围内所有固体废物环

境污染符合刑事案件立案条件线索数量×100%。

（3）数据来源：公安机关。

3.4.4 涉固体废物环境信访、投诉、举报案件办结率

（1）指标解释：指地区涉固体废物环境信访、投诉、举报案件中，

经及时调查处理、回复的案件占比。该指标用于促进各地做好固体废物

信访、投诉、举报案件的应对和处理。



— 52 —

（2）计算方法：涉固体废物信访、投诉、举报案件办结率（%）= 及

时调查处理、回复的涉固体废物案件数量÷地区涉固体废物信访、投诉、

举报案件数量×100%。

（3）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门。

3.4.5 固体废物环境污染案件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覆盖率

（1）指标解释：指对地区内年度发生的符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条件

的固体废物环境污染案件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覆盖率。该指标

用于严厉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全面推进实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

（2）计算方法：固体废物环境污染案件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

的覆盖率=对年度发生的固体废物环境污染案件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工作的数量÷年度发生的符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条件的固体废物环境污

染案件总数×100%。

（3）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门。

四、评价体系

4.1 平台智评-无废指数

指标解释：“无废指数”是固体废物管理领域的综合评价指数，可定

量、直观反映和评价区域“无废城市”建设情况。参照国际通行的环境空

气质量指数（AQI）设计方法，筛选“无废城市”建设中五大类固废在农业

源、工业源、生活源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方面的核心指标作为分

指数，通过对分指数去量纲、等标化处理，将各项分指数转化为可统一

比较、可加权归一、易于理解的百分制无量纲数值，用于开展不同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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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价分析。依照浙江省“无废指数”指标体系（2022年版）指标解释和

计算方法，计算出各地季度、年度“无废指数”结果。

4.2 部门推荐-业务小组牵头部门评价

指标解释：按省生态环境厅、省经信厅、省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

省卫健委、省公安厅和省交通运输厅等 7个业务牵头部门对市、县（市、

区）年度评价得分。

4.3 专家评估-技术报告和支撑材料质量

指标解释：指组织专家进行初步审查工作，对申报地区提交的申报

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和指标核实核查。

4.4 机构测评-公众对“无废城市”建设成效的参与和满意程度

（1）指标解释：社会公众和企业方面对全域“无废城市”建设情况的

评价，包括认知度、参与度、满意度、信心度、获得感和意见建议等方

面。

（2）数据来源：按年度建设成效满意度调查结果赋分。

4.5 加扣分项

指标解释：加分项包含 1.国家部委（生态环境部等）领导表扬肯定，

有明确批示内容的；2.省委省政府领导表扬肯定，有明确批示内容的；3.

在固体废物利用处置领域取得突破性技术创新的；4.高质量落实“无废城

市”建设省级奖补资金绩效要求，出台相关激励政策的。

扣分项包含：1.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长江经济带生态环

境警示片、省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省级以上督察检查中发现问题、且

尚未销号或者整改滞后的；2.省委省政府领导予以批评的；3.媒体曝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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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重大负面舆情的；4.暗访现场检查发现重大问题的；5.固体废物管理出

现重大党风廉政建设方面问题的；6.危险废物非法跨省转移；7.被上级发

现且列入重大生态环保问题督察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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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省级各有关单位名单

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公安

厅、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

农业农村厅、省水利厅、省商务厅、省大数据局、省文化和旅

游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市场监管局、省体育局、省统计局、

省机关事务局、浙江省税务局、省供销社、中国人民银行杭州

中心支行、省邮政管理局、浙江银保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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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美丽浙江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 8月 23日印发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组织实施
	第三章  市县申报
	第四章  核查评估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六章  附  则

		PFNpZ25hdHVyZT48c2lnblZlcj40PC9zaWduVmVyPjxpc0Nsb3VkPjA8L2lzQ2xvdWQ+PHNpZD4wPC9zaWQ+PHNpZ25EYXRlPjIwMjItMDktMDEgMTc6MjQ6MDI8L3NpZ25EYXRlPjxjZXJ0U04+MjAwMzEwMDA0NzMyNTc8L2NlcnRTTj48Y2VydEI2ND5NSUlDeFRDQ0FtcWdBd0lCQWdJSElBTVFBRWN5VnpBS0JnZ3FnUnpQVlFHRGRUQlNNUXN3Q1FZRFZRUUdFd0pEVGpFYk1Ca0dBMVVFQ2d3U01USXhNREF3TURBd01EQXdNVGd3TXpKQk1ROHdEUVlEVlFRdERBWkNNREF4TURJeEZUQVRCZ05WQkFNTURFTkZSMDVmVTBWQlRGOURRVEFlRncweU1qQXpNak14TmpBd01EQmFGdzB5TXpBek1qUXhOVFU1TlRsYU1Gc3hGekFWQmdOVkJBTU1Eak16TURBd01EQXdNRGc0TmpRNU1UTXdNUVlEVlFRS0RDb3hNVE16TURBd01FMUNNVFk1TURRMk1WZm10Wm5tc1ovbm5JSG5sSi9tZ0lIbmpxL2xvb1Bsam9VeEN6QUpCZ05WQkFZVEFrTk9NRmt3RXdZSEtvWkl6ajBDQVFZSUtvRWN6MVVCZ2kwRFFnQUUxclhJWDJ0MGVyTlRGWXdwdTRFOWVZd3JaUk40MnFIS3JreWVCV04xRUxLWkZUVjVmRWFMR3dsRU1LaDEwdnZNOFY5UVhxSGpOWnE5czRHTXdwYjdKYU9DQVNBd2dnRWNNQXdHQTFVZEV3RUIvd1FDTUFBd0h3WURWUjBqQkJnd0ZvQVVxK0d4NTIzcXB0UTROaHRWanhrYWxXWTlkcFl3SFFZRFZSME9CQllFRk1PWHp4ZFBxcklLVCtzUXNSY2pGcEFFc2E5ck1GUUdBMVVkSUFSTk1Fc3dTUVlJS3dZQkJRVUhBZ0V3UFRBN0JnZ3JCZ0VGQlFjQ0FSWXZhSFIwY0RvdkwzZDNkeTV6ZEdGMFpXTmhMbWR2ZGk1amJpOURiMngxYlc0dlEyOXNkVzF1WHpJME9DNW9kRzB3RGdZRFZSMFBBUUgvQkFRREFnYkFNQjBHQTFVZEpRUVdNQlFHQ0NzR0FRVUZCd01DQmdnckJnRUZCUWNEQkRBSkJnTlZIUjhFQWpBQU1Ed0dDQ3NHQVFVRkJ3RUJCREF3TGpBc0JnZ3JCZ0VGQlFjd0FvWWdUR1JoY0Rvdkx6RTVNaTR4TmpndU1qQXlMakU0TXpvek9Ea3dMMk05WTI0d0NnWUlLb0VjejFVQmczVURTUUF3UmdJaEFNaGwxdDhMODZPNlQwaFpCRXdJK1J5MDAzUEl6M3UvSnF1bzlXNjhJNGxxQWlFQThEdWRqUE1QR0tabkluZkxHaHk3WUpja0xzMGF4N0pkY2RKNGora3BZWUU9PC9jZXJ0QjY0PjxzaWduYXR1cmVBbGdvcml0aG0+MS4yLjE1Ni4xMDE5Ny4xLjUwMTwvc2lnbmF0dXJlQWxnb3JpdGhtPjxzaWduTGlzdD48c2lnblR5cGU+MTwvc2lnblR5cGU+PHBvc1BhZ2U+MTwvcG9zUGFnZT48cG9zWD4zODY8L3Bvc1g+PHBvc1k+MTUwPC9wb3NZPjxzZWFsT3BhY2l0eT4yMzA8L3NlYWxPcGFjaXR5PjxzZWFsPlBGTmxZV3crUEVobFlXUmxjajQ4U1VRK1JWTThMMGxFUGp4MlpYSnphVzl1UGpROEwzWmxjbk5wYjI0K1BGWnBaRDVVYVcxbFZtRnNaVHd2Vm1sa1BqeHNaVzVuZEdnK1BDOXNaVzVuZEdnK1BDOUlaV0ZrWlhJK1BGTmxZV3hKYm1adlBqeGxjMGxFUGpNek1EQXdNREF3TURnNE5qUTVQQzlsYzBsRVBqeFFjbTl3WlhKMGVVbHVabTgrUEhSNWNHVStOand2ZEhsd1pUNDhibUZ0WlQ3bm5JSG52bzdrdUwzbXRabm1zWi9sdTdyb3JyN3Bvb2Jscjd6bHNJL251NFRsaXA3bGhhemxycVE4TDI1aGJXVStQR055WldGMFpVUmhkR1UrTWpBeU1pMHdNeTB5TkNBeE5qbzBNRG95Tnp3dlkzSmxZWFJsUkdGMFpUNDhkbUZzYVdSVGRHRnlkRDR5TURJeUxUQXpMVEkwSURBd09qQXdPakF3UEM5MllXeHBaRk4wWVhKMFBqeDJZV3hwWkVWdVpENHlNREl6TFRBekxUSTBJREl6T2pVNU9qVTVQQzkyWVd4cFpFVnVaRDQ4TDFCeWIzQmxjblI1U1c1bWJ6NDhVR2xqZEhKMVpVbHVabTgrUEhSNWNHVStVRTVIUEM5MGVYQmxQanhrWVhSaFBtbFdRazlTZHpCTFIyZHZRVUZCUVU1VFZXaEZWV2RCUVVGc1dVRkJRVXBYUTBGWlFVRkJRMkZ3WTJ0bVFVRkJjV2d3YkVWUlZsSTBNblV6WkRZMk4ySjVjRVpCV1dJdkwxTjVaRUl2YVZFME9FeFpiSE55ZFhVek9FbFJRVGgzWTJJMVNGWmtWbXh6VTJSVGRsaDNRVUZCUVVGQlFVRkJRVUZCUVVGQlFVRkJRVUZCUVVGQlFVRkJRVUZCUVVGQlFVRkJRVUZCUVVGQlFVRkJRVUZJYWtKMkx6ZDZVQzh2Tmpjdk9EWTVOMllyWlZsbmVVRkJRbTlMVldka1JEWnpTRUZCUkVsRloydEVRVUZFYTJsWGQwSkJRVUZETlZOQ1pVRkJRMUZLVVdaYVFXZEJRV2hKY0RCQlVVRkJSWFZWWjFkUlFVRkZRMk5JZVZGSlFXZEdVVFZEUW1OQlFVVlVTelJUUW1GQlFVRlJTMmRtVWtGblEwRlRSRzVKUm1kQlFWSk5jbWhKUm10QlFVUk1iRTlFVEZWVUwzaE9jMU5rV1VGQlFXbFdWMHh2WW1odVJWcEpkSE5CVVVGTlZuZE9WbVp6WjBoQlNVSkNZVmRFUzBwbWEwTkJSRUZGUjNkNFFWRXhSMlZGVXpCQlowVkdibmxOYXpsMVVXTkJUVTVCVFU1TmFFeEJTVU5DV2xSb1FqTnpjR1pCVFVOVk5GZFVWalJCV1VKQlIwRkpSMVI1VVRJdlNXTkJRWGRqVVhkYWVWZ3JORVJCU0RSYVNrVkNaakJpU2xOQlIwSjNSMEp3VVV3eWIwWkJRWGRKUVhkTGIxZ3daRmRDZDBOWFJIZE5ja0V6VjJ4eVowSkJPRGxtTUdka1MwTmFWbFZCZDBZd01HOVFZbFZJWjBKdk5taHZObEZNUVVGUlFsQllkMEpIVVdzclMyZE9aMFpCTURsaGQyTlVRWFpTVldKT1FXOUJSM0pUYTJaWGVTczFTMWM0U1VablFtOTVRbko0TkdaWFUyOHpTMGxaUVVkQlFuRjZjRWhzZDNwbFUzRm1NMFJuUW1kRFlVeG1ObmxNV0ZKMGFVNWlXQ3R5VVVGQlZGWldWRXhpVFV4U1lYaHhXRzUyV0hWUGMwUkJUa0l3YURodmNYaExPRkp6WTI4M1RpOHhRbGgzUW1kWlIzVmpRaXRPVEhKSmFWWlljVVpJUVVOQ1ZtMTFXRUpIUjJWMVJtRnRObk13TmpONFJuSjJTVVpuUVU1RldrNDRaR1UxV25sMFdtb3ZaWGhQVW01bVUwdHVWMUV2VVZOQlNuRm9TblpvUm5aRVVGZDZiemRXYldScVpVVnFNRGxTVnpoQ2IxQnNjR1Z3WkROeWNqYzFSelJhTm1wR2FYQkZXVWxHZDBaRVdEWkJZVXN4V1c0dmJteHBjRVY2TUVoQlRuYzVhbXhyVUZsclYzTTVRMFo0UW1GRFdtRlhXa1o0VjNFMldFb3pUekZhTHl0UE0xZHFTSGRGZDNaRVYzWndiWFJFY2xCTVJVdHhUekl4U1VRclFrVkVWREJ5VTFOa2NURjFkazFXUm5KUVRIRlRlRE52VmxGQk1FdHJNM0U0YkhGa0wzSmtWREY2VFRab01DOTJUMHR2UldkblZrRlpPVXRaYTI1bGRHbE9WelV6U1RsalRqZG5lRUpMUVZKaFZWbEdlR1Z4U2t0Rk1XTXlNamxwUjFCdFZGRnlTMkpZUVVoUlowUlRaalJYU2pGVmFUWnRhV1JZU25BNU4weGlSR1ZOUVVSUlpFUlpaRmxGVTNScGNHUmpRakJIWnpCSFYwcEdja2RNWmtOc1ZUTXJhRFJCZWxWV2VrZFRXbGRPTXpSVlpVeEtWVzVpY0N0a1YxQXpRMjlEYlc5d2EwMXJkMDVwT1dWNFlXSjJOVWR2TUhneVozZHNRVVU1UmtGcGNUbDRlRzAzV0d4TWJ6UklWRTVwT1dJNWNrb3haMEZEUmxkNGNIRkdOUzlVYTIxT0sxWnBaMnhvUmk5TVozbHhaWEJTY3l0UlMzZFBjR1JMY3pKeWRtMURZMFZNTjAwMmVqVmFWakkwU1dWbmFXeDZNVFJDVTBjd1UyeGhMMHcyZEdaaWRXVnRNbE16UnpaMGREWkpNV1pUYmpKdEt6aEpaRmR1UVVkS1ZuQnBTR01yYm5sTVdFbHRWR3BEYjNoUUx6TTFjVTVQZURKUVNucFJVblIyVkZCVlpHZEdVekVyYW5wRmNsbEhOazlXT1hVMVZuSklVVm80Y0ZaMFR5dGtWVzExZVVKV1FYRm5XVEJoYXpOMWFrdDRUeTlhZUdWV2J6Smtka2h1YnpKd1RVbEdiMEZXYUdRdk1XVnRMM1JsUnpOTmJ6QnNhV1JYZGtnd0t5OVRibGx1V0RGcU5VeHlaMEpUTVZaTGRVNU1aWHAxZW1wRmFXeHFaR2xDVnpWQmFrTjFlVU5rWkNzNGJtUnliek0xWkVSelNFc3JXazlDTjBkeGJuRmxWSEkxUmxsQllWUkxWM2Q0VEcxc2VqQkVkMG96YVM5SVRrUTFWVlJ4TjNONE1HOU5Ra3RQWjBKWmFsWm9iRFJDV1haVWRtWnJPV1E1VDI0M1ltRnVUbUpFZWt4MFFVVldUWEp2Y2tjMGRXMHZhbFpwUkRaeWJIazBkVGxHUTFZdlNHMXFlVEZySzJodFJqUkVRMHBXWmtWeGNrWlpibGw2TDJzdlVITlliM1V6V2xaWFVFSnhRbWR0Tkc1V2FHMWtOMVphUjFjeU9VbzFOR3A1U2pGVWEzaFBjbTFVVDB0VlptMVpVVUZ4VTNKbWVrdG1LME5RV0VwME4xWlBia1ptYkVoUWEyMXliRWhZZGpFeWNXNXJjbTFzUW05c1YwbEVhV0pDVjJZd2VraDFiR2hRVWxWMFFrWnhjVXhHTm5FemQySjRSM0p5YmxkeFpuZFBhM0YxVkRGU2RYcFpZa0pQY21JeVNuYzBhSGxLTVdabWVHNXBOVmN4VnpSeE9VaEhRVlpJYlZsWlNrSlpSVXR6ZWpWNmFFWXlTaXQxZVNzek1USjVRbFpJVjNNeGNYSmxXbTFKUXpkdE1WTndUMnB1YzNWelluRnBVa1JqUlVwcmNVOHhWVE40VTNCRGFreDJWV05IV1dSVVR6bDRjR2xrUVhGMFNtczBaRlJCYlhnMmNrdEtibkJ6YkhReFVYRjNNbEI1VVhwMWVHSXdaVmxDV1N0aFNGZG5UMlpvWkV3ek4yWlNkWHBYZVV4Vk5GTnVjazR6WVhKSmMxZHhZU3N3VTBzdk1HVmhSamxyTURZNVpEaDZiM28xVEVzcmRGWldTbkZ2YUZaVU4waDRVVGczUlVOc1FtTm9NMlJpYzNOU2NUQjFaR05KYml0RFNsUkxSekJSTHpSUVREQnlUM1V3ZEV4WFMyd3ZkMDlMY1hWcU1VVnhkRE14ZUhka2NIZHdhV1JUU2pKaUx5OWtOWFF5Y1ZjclpYWk1lRWx6WjBaUlVrc3lURlk0U0UxMlNqUlNjemd5TjFacVpYWjNUMVpPZVVKaGVtWXZjekkyZW5Ob2RrWnVXVlp4ZVhwQ2JXazFWMjFpZFRGRk1uWTFObVYwZG01bmRtdERjVlJMVGk4dlUyUnhlRTlUTUhCSWMxaHhObFJ0THl0SVlraGhPREl6VlRkS2MyeFpaMWRSY1doWFRqUXdiVTFKZFRseGREZDNaR1ZIYjA1T2RqSXdNR3BtTlZGaGVtbG1OVlJhYmtOQ1dFbEdXR3BESzFneVRUUlhlVzQwWlRGU1lYazJOMU5oT0ZCWU9XazVXSGgwVkRFcmFrZzFaMjVXTkVGcFExSkRSRzE2UjJRclNUSjBkRE1yYWpBMk4wTjZZMlJRVWxCNGMxVnFaWGgxYVZoalJ5OTFhWFZSU0ZseFUyOXdWbTA0U0hjeFlYaGxja28zTURGSGMwbHFOa1JPTmtneVRUa3JhVE01YjJabVpWbExZMDFsVWpGelVuWjJjbFV6T0ZOamVrdHZhRlo0ZUhFNFNsWlpibHBpYVRaWFQyMU9OVUZ2WjFaUk1USllZVWt2YVRkWWFHTXhXblkxUjNGeFYwZ3djak5XVUVWeGMzTjZOWE4zVXpoUlMzQlZaMEZJZUdGRVF6ZzFjVWxXWWpCa2RtbDVlQ3QyWVM5eE5YQmlNVm8xU2xwVFptWllRVVZvYTFCM1dEUXJaMDg0VERWWlpsTjFkREZZWVhOaWNUVXpiRVpvVG14aGNWUTJOazEyYVdnd2EzWlpVVkJzYjA1MFJHVnlNako2WVdSNFEyOTZSamR4SzBSYWFWSTVMM0ZyTTJkV1kxUllhbEkzVEdSeVRsUnNNa280Vm5GNU4wUnhiV3hQWkdac2VscFNlVmhOUnpCb01GTldOVUZ5UnpVNVJ6SjVWRmRPTVRSM1EzVjRlVzg1Vm14WVVGVkxPR3RXUTBsRWExUnZjSFI0UkhBNU9EZGpiVk41YlhoSmJHSkZhV3gzUW10d2NGbDJWalp5Vlhwek5UQTRWSEUxYlRnNVJYRnpLMWx3V0RGa2NVUjFZVUUxUWsxcmRtMUROMGRQVjNFcllqVTVXbHB5UlRRNE0xZzJhbFpHV0U1dWVYRTVOMDUyTkRaYVRHVlBXVVZGYkhOVVFuVXhXVE14Tm01eVFqVkRlamh1TlVSUVdqa3JSbXhoTTFkT2R6WnNOUzhyTHpkdmEzVlpUR3RzWW1sTWVFdHljV3RQZVRodk1FZHpLM1Y2WlZKYWVXNU1hMjExU1VoRmJHSmlTbGx1VWxOcmVtd3JZbW80TnprMlZrb3hOaXR1ZEVVeVNrTnlVSEpsUzBGRGEybHNhVVoyVm1Jek5YaEZVbkY2ZG5KMlpVWnVZa3R4SzFKUmFIbENWa3RHVVcxSk1YRlRhMUp4TDA0MWRGVkhjMGx1WW5sVWNDdFlUR2h0ZW1oeFMwdHJaMnR4YldwVlJWbFpUa0Z1TTJvME5tVnVOR1JOYlhKdE4yeENjazAxSzNockswaHFSakZFYTFsWVpHazRWbWxhVjJadGRTdEZaRWxTYVd0TGJUaHVkSFoyZFd4YU5YRXhkM0ZUVldwSmJYbFdXRzFqTml0dE5XWkVTblk1YzJoTWNtWTNVV1JaZFdKSVpUVXdiR1pLUmxOVGExSkRkM0ZXYlRoaUsyTnRMMWRVTWxCdkswNUVjazl5TTJrck1DOVZSekpYYVZRNVNXeFVWVXBGUzNSaVp6ZDVlVmRFTXpWMWVHMDFPSFV4TlZSNFMzSXlla1Z1Vm5WU1MxWktSMWRuUTB4aFdqRXhkWEpYT1cxcWJYZFVjWGh6TDI5Q016VlZlbGx1V1doVlZtVXlTekZYTm5selFURmFUREZaVVVONVNIaFpXVGhUVkRNM2RVcFdWbGMxWldsSk1GVmlhMWhKVmxsYVkxTmtWMlZwYVhkU2NYRnRSbFZYYkhvemFtTkhUWHBVZUdGeWFVUnNNVlV6YTFaS1pISmxaRlZSVDJSWVJVaERhbHBIY1dwdlZrSnlSMHBwUm5KVlpWaG1TeXRwTVdoc01YcDFlSE52YTBGcVNsVnhXV2hZZW1jM2NXNVFObEJVVkdGNFQxTXdabXRPVldSbE5EZ3hlblUzTVdKU05ucE5VRWR6UWtOVVdsbHlja3RoWkhSUlNEUnBka1Z5VFV0aFlrSmhjbmxvU21SMFZEVm9OWGR4YTNGMGVqRmlWelJIU25nclMxZFVTQ3RJWTFWeFdYWmtiVzlzYVRsUFZtVTNWbVZoWm5SUlIzQlRhR2QzTUN0WGNUSnRkRmRHTm5aTFp6ZFVjV293T1VoUVkwMXhUMmhsU214VWJHOW1aa0p5VTNoS2RFWkxkR0oxTUdKVWNGbHdXVE5pZGs4MlNIRnpSa2NyUkdVMVpHTnBZV2hGUjNBNVFWVjNjMmMwS3pJMFltNXNSSEpRY1RnMVpXdDBXVlZQWWxoRlJVTkZZWFJTWVhnMlZsQTVWbnBtWkVsUFVsbFdkak50TVRSWGVtcHhkMko1Yld3NWEwbHBWVTl4UjNFek9UZFNlbkZyZFRsVWNFOXlSM0pzV0ROMUwzVnhlakpyZW5GUE1XRlJaRXN3Um1sMmNraDVPRlp1V0V0bFYwMVdZMlk0WTJVclVGcDJVR293THpBNGRXTm9Takp4TUhSamMwUXJZamxRYkRkcmRWVTJVbkYxZDFCaGJtTm1iVUpHZGtzMWNHTlBWR1pPTlVGeVJUWnpkbkpzVVdWNGFqRjJiMnhRY3pOamIzUlpNVkpoY2tOUVJYbG5XSEl4WkhWMVVEQkZWRnB6YVhOcVJpdFpNR3h4YWxBd2JGTlVNSEY0ZG5ZeFZ6bDNWRzQ1VEZad1JIUlhXWFJyZVhWUmNYTmhSbFl2Ym1GcFpGVmtlVmxuVlhGNWNsZ3ZUR0VyVDI1NGJ5OVhZVGx0UlVReFpIQXpTa1pqYjJ0NGNGSnlNMkpNVjA0elQybHRPVUpIWmxCUWNtUkRNVmQxT0cwMGJGSjBaR1J5Um5ZdlZWTlZTMVpXY25BMVpHTjNWelZXTkc4MVFWWTNia3NyYVROQ05tcHNVMkpVUWxoMWRFYzBLMkV5TlV4dFNqRnpjemhaZFVoa2JteDNNRXRyUzNCb1VsUm9XbkpwU2pOVFMyOU5NVFIzU0ZOV1ltSjNZak01VDBsS1RsbHRXR2MzYUZseVlUQXljVEoyTDBFNGMxcHJlak5xSzFSeldVRlFaak5DTmpacVpHeHJjVGRXWVdNcldERlNXblZNY3poaVpDOVZkWElyY21KMFdrRkJhVkV3ZFZVeGVXeG1WM3BJYUVVM1kybG1SVXQxZFc1YWNYRkpNVnBUWkhwRE4xQk1OWFEyUVRWbVVqRTJkbEJJU21GNVYwdDVNbE5rVjJ0d1JDODFSekpYVm5oUGNtMW9OMEZ5ZVZVck1sZEZXQzh6UlhReWJubENWMDVZU3pOUmQzcE9SMnhKTVdGelJuWXZPRVJ3ZEV0VVVIbEpUM05vTVV4bGRVNVFUMlpHV2s5d2JHaHNMMGszWlRsME1uRkRZamx2UldSRk0wOTJMMlZLVEd0cFZuRkdTa2RxUjNkNVZsaGpPVmRqTVROcVpDOU1NMHR1Tm1zd1pETkNVM0o2VGpsV2NreDRZamxUVVcweU9UaHNiVXhhVEZwa1pVdFdURlk1Wmk5d01tTXZZVEpaUWpKNGRYSkdWRGhQV1RoSk0yVndkWFExV2pNemVVeDFTM0JWVm1SMk9UWTFTa3hWTkZkTFYwcEhjVVZTTHpoUE56Sk1VVXMxTmpkR2NFWnVLMlptV0c1a04xUTBhQ3RYZG5ORmNWcHZaMVpxWm5wdk4zVk5SVU4wYVZaWFMxSlBlbFkyWW5kMmJXbFdXRmNyYTNoak9YZHhaa0lyYTNGV2NIVmxPRkpoTlcxNlVrWlNUM2hoUldGelUya3hkbkJSTlRoaVF6WkVSRkZOTTA5WlZIVldPRmtyVjNGRGFGZEhWR1F4UnpKaVNqRnBPVlZyVTNVM1ZsTjJSV2xzZWxaclEzWk9jV1UzTmxJM05XMDVSRlpITjFod09TdHlZek0zUjNoUGNrZDJaa1ZPVVc5NWVYaHZkRmRSYTFaNlZVWldiVkJMZVZsSFRXWkpkQ3Q2VVhKNVQyVXhSREpNWkRKdmRUQkxXVGxUTW1KYVpISTJRMmRpU0ZkT1QzSklRbkkzVTA1bWRTOUpOV1I0WTNGRU1IcFdkekJxVm05SE9WbHJTM1kzTVRCMWN6QkhSek0yY3pOUGEweHZibFpqVWtzd2VIRXphVTlUY1dSemVVcEdWVFoyWmpsUk5XSkNaWEkyY0N0cVNYRjZOa2RMYTNGT1QyZHlaazlpUzNwb1YzaDNibU0xYTFCSU5qSTJVWEZ6Y3pkVlRISnJhVlpWVDNVNFdHWXZabGRoWTA0cllsVlVkMUJOTW5kbU5FdGpZM2xqTlhSVk1WaHRSWGR5VkdFeFl5dEpNVmxvY2k5aFdqVnJjWE0yVHpCMWEwTnZXbVEzTW5SWGRTOU1UbmRuTXpsaVJVUkZTR1pIYlc5cFFsVXdRems1T1dZdlYySTJPWFZ4UmpnNWVtMDFWallyZGlzeU16bE1jblZpUzJ4Vk5rRTJTSGR0Vmtka1pWUTROa3BIWWtaeFNHbE9lVTVWZFhWa1FVUnZiV1prY1ZaREt6QlZObkJDVjB0RFVEUnJVM1ZhYjJsV1JHZENPWE0yWkZGaVlURm1kbFU1ZWtsR1pXRlRNVzE0TUdkSGQyWmlRakV2WlVnMlZEY3JUa3RSWmpGUlFYWlVURWMyVmpGdlVtTjVWbTAwU1dVelZTODJUMlZsZVZWSU9WVk1UbGxtUjNVeFpIVXhTVlppZVVaSWNHNVNUakZXYWxJcmVEQm9MMXBNY21zMmRtczJhMU51Tm1sa2FEVjJTSE5KTTFnek9XSklPVUZ1TTFoSE1XcHJWMWRYUlRKVWNYcGpMMHRoVWxwWlJVd3ZNME41UVVkakt5OXJiM1kyU21Gc2NVVnZkV1l2YVRJMVpXNWpaSEEyVVUxeFRtOHpUblppTkhwSlpVdDVhMVk1TUhsSk1HcFZaRloxWlhJeWJGYzBWa05zU1RGYU5HVkxWMHB1Y20xelRFTTBTR1kzWWswNU1IVldTMmh0VG1kNmNYWmxlWHAyVGtkUWVVWlhOMUprUVZCTloxWnpXVWxsTW5VdmRIWTJiSHBTYVRob1ZqWlRTMWxKTWpWUE56TjRiRWRXVm1scmJUbEpkblU0Y0hNNFduWlpVbGwwVVNzMmJVNVhURmNyVjNaVVRIWk1lRTlpWld0SWJHVlhNbUZOWlZkWVQwTjZhVFZIYVU1WWJtODBUUzlXVTJaNlNuZDBNWE5EZFd4WFEwd3plV2sxWlhaek5qaG5kVlJsYjAxWk1WQndPVkZsZEdnemRIVjBhM0Y2ZERWUGNrNWhPR2QyVVVZck9HUlhUbTVVV1dkV2MxSk1TR3h1U2taeVFVTTVjMDV3VDNWYVZXaFdNbEpCV1hsc01XWnpVVXRSVDFobFdqRmlSbWx3VjFsT2FGVkJjMlF3YUZZekx6Wmtla2xLTUZCT1QzWk1XVlp6YlhSc0swRXJUamhVWkhKVlNGZzVWQzgzZEZBdk1UY3lVVkJ6UjA1TGEybHNaMHB5U1VOSGNtdFlWbEJPUkhOQlIxUlBSV1pQY1hKNFFVeHhTVU5UY1RWbVVHOWFTUzluUkd4NWRXZGxXVll6WVhSVFFsVmxjakF5Ym5Vd05qVkJOV2RxY0Vsd1dVTmhXV2R5ZERZeFpYQnpabVJ4YjBGUVlYSlRNak01TmtSeVJXbFdiV2QyVmpOSlNEWk9WbTVUU2xVNE1FNTFWRUY1YTA1cFdsZzRRVmRpTVd3d05YcFJOeXR3TW1VNFJuTkZTSGN2VEdoNmRsaFdVV1JOUkdNemJFbzVZblZuTnl0cWVYaFBibmhQTVdsck0wcHZiMDR5U0daVVZtMVdaVFpFZG10cGJGSmtUMEpsU2pOdVpqTlRjM05ETldjeFVWVnBWWFo0U2pWWmFsWXJkbWwyYldwWVVVZHJVM1F2V210NE9FTTFaelZyTTBwd1ZrOXBaSFJEZEdkc1ZtMDNiVFZKWlVGT1UyOVpVMlExVUhKeVVYQm5SbEpHYmpaMVZrcHNZa1Y1YTBzeFlYazNWME41UWxkd1JYRmxSVU4wYVZwak1FTjZhM1JpUVd0cFZqTlNTemRXWjBwV0swUkZUSGhMY1ZoRlIzUk1kMEUyZUUxemVteERja1p4SzNKWlUzTmxjSHBXTm10c1FXRlNjVEp2ZVZOTU9XRnJjRmd4Vnl0M2ExaEVaRVoxUmxkQlJ6SkxiVk5OT1dGdE4xb3lRWFEzVFN0UUsyTlVOakoxYmtOcFpIbEVObFJMVEhCWE9FbFdZa3g0VjNCNVRYUjRZMVkwTVU1bk4xaHRlRTF3VDJ4a2VYaFVjek4xUTNGd09UWTBVbU5GVTNOUlN6aFFVbG8yY210cWNsVmhTakZYV2xnclptUnpkV0ZyUTNSaVpXTkxlbmQxUWxwcFRsVXJkVUpMV0djeU5FSXljbVZNVjFCVlRqSlJZWHBSTmpKYWNtOTFlRTVYYkU4M1ZtOTBUazB2VDJOMGFWSkZiRGs0UkhjNU4wZHFXSEE1YjAxUFRsZzBWVmxTY2preU1Xc3lkbTFrUm05MGVYSjZNMHhaYTBKaVJVTnpWVXN4WkdVelZXTTJjazVKYkRnd1NVWlhiSFI0WnpOS1VXVndVWEpYUWtGeWJsWmlXV1Z4TURkSVVrdFphbFp5TDNwdWNUSjRUVVpOVlVKWmIxVlBabGxvVVhwU1MzSTVhakpxVTNkRGVVVXljbXBNWnpad2QzQlJaRUpqZWsxTlluUlZUVGs0UzFoRE9WZHJOVXMxYzNSb01YbDNLMnAzVGtOVVJUbHBaVGd6WVhKR2IzQldiRmwyTHpsMU9VWktNVzVJTlUwM1QwVTJNMWhuU2tWWWExQmxOM0JKY0dOR1VsZHlSemM1VGtvclJVNVZUV2RNWjBaNk1XVlFOVmsyTlRaU1ptTkhNeTlxWWtKemJYTkdXV2RXTUROd2FtOVFiSFZKVm1OSlJqTXpOR1JQTVdsSFMwMW5NamhGYml0U2N5OVJRMnBQWTFkRE1GaHhObVYyVDFVeWRYVnVNRlJTZFhOdFZtNUpRMWhtU2pKWGJDOHdMMFZzVTJSbE1EaHdjM0JXUWpoSVUzZHJiVloyUlVOdVpra3ljMmxUY1hoSlJtSkZObkYwZW0xVGVGWXhVaXRSY0RWVllsWklTVVJ1V0ZBeEx5ODVPV2hZYmxkMFYyTlVjVFphYVRsa1RUVlFVekpwVTNWbVZqWm1iR2xYY21oQ1VtRTBkMHRWSzI0elJIZ3paaTlUUTNoMFozYzJWSFZKYm5kRlJ5OVJUMkk0TWpKNlZrVllSVkZNT0Zsa1MwZFdSWHBZYVhSVU1HcERPRkZMSzBONlVFNXZkRll4TTI5clZtOVBaVEpJY25sUGRIbzVRVWRrY2xGVFZIaE9UQ3RKVm1FNU5rcEdXVXhtYmxKYWExSndlWEZHUjFodmIyMXVUMkpXV25KRWVVSnVWbE5XYkRaMlMxYzRjMW8xTmt4T1p6RnBhRkY2TlhSMmFHdHRWbk5UY1dwWGFUbGxaakZpTlRGbk1VWnFRVWsxVW1seGVubE1VMDVQWTNBM1EzWjJSVXRhVEZad1ZuWXJNbFV4UkcxTlFUaG5iMlJrZWtkNVkzQlNXWHBrYmxWWFUwNVhNVkpKTTFVMk5tbFpNa1Z6UjBsU2VVTldNMFUyZFRGeVZIQTFZak5VTkROVVlYbFhRMVpsYkhVek1YbENWMHRHVEdac01Dc3pWMHBzVmpCeVdXeFdXWEpxU1dGRE9FWkRPVmh2VTFobWExVnRWQzlpU0RScVpGZGhla3M1YjNWUE1qUlZWSGhUYjJveVVYaEhSVU4wVFhwTFptSnlPVGxPY0hBMlkwVTNSV0ZLYkZoa1VETk9WVGRaVDA4d1kxWjFWRUpwUXpoblpXUmtjVEYxZVd4WWJHVmxVR0puVVhaRmNYUk5SREZNY2psUlNGZ3hjR2RhYVVwWUwxRlRZVFEyUXpsWE16VXdiWE5GYm1WR1MycGljM1EwYkZSd1VXazJVRUZFVm1GRVJEaDVRbGMyUkRreFRtb3dXRWx5VFRGNEwxZExSRlpHV0M5UVJrdHVXbTFOWjBseVNrOVNVbkphY3pKeVJHZzRkVzVtUTNaVFlteFdRMFYyTHpBNU4zWm1jVlprYzA5TllVRkpWV1Z6VlVOdU0zQnZibFowU1RCV1dYUldXWEpRTnpWUGRGVklWRTlYUjBFNFQwNVlSMGMyV0VVd1VuRnBZMlpxWldzeUt6RmtkbkpYV1d4aksyTm9VVGREZDFWaGNtdEtWVGR0Tkc5VVpIRm5iekZUTm5saGFYUlhUbU01T0RKaVFYZDVSVU4wVFhrM1l6TXJWbWhhY0dvME9XaDNjVEZUY1hkMVdGVlRNMXBxT1hReVFrRnpZa0pGY25WVGFsaEpkVk54ZVRCTk4zTXlkVlZzZVhkVGNUUXpSRFZ1WVhoWFZsVlJTekZVVFhNeWNqbE9MM0JTVGpWc01WZGlNak5GUzNWdGFGWTFVbkpITkZadUwyRlBTMjVyZFN0dVMzUjNkU3RuVm5ac2MxWk5ZakZrZFdkMmVFdHdOV3RZWlRaWmVVcFlNa3hCY21sNk16VXhhMGR6ZFhSa1kzZzVPRTFVVHpCV2JYUjZibWhrZEhCdE9XeFJRVGRJUTFaeVNIazBUVGNyZEZWbGMwUkpiWEo1VlhWMWIwZGlhMjQxZW5wemVrdGlObTAyZEZkRGJsZEhkRGhQVFdSNFFYSkRSSFoyVDFjek5sSjJLM2hGY1ZKc2RuQm9Xa0ZOVHpOWGRraExjMmszYVZVNVExWXdkbTQwTUV0elJrZHBjbkIzU25JNVdXRmlNMGxQS3pObE9YQTNjSFpYZFRreVNrc3hRak5RWkhFNU5GTmlkazFFU0M5MmJqTTVlV3BYTUdWaU0zUldaekJ2TUV0a0wyVXhiMFJuYzBWdE56bEJNUzgxTm1OQk5VVnBWblYyUmpacllsTjJMek5pV0ZKMVVtUnRLM2RIVWpkdmJtNDRaR0V5UWtSTVVrTnlOVmwwTkRadE9VOWlWV2QzTVU5UlpYVjFPV2Q1U0RscFRtTmpRMmw1TDNOeVdHZ3pNalpYUkRWdFlYZFpUM0ZIWjBoM2JsWnpVWEZMU0dKa1pHZHJWazlMWVVsc1ZubFZhWGhOTDNSNWNraEdOSEZXTUhVMlprdEJiMlJGTmxKTFRITnlTRk5hT1Zoc1pHWk9UbmRKY3l0SmVHaFNZWGhCY2tOQmJuWmtNbTR2ZVZSSU1VMU1VRWhXY0hsQlRWRkxlRXR3V0hKc2RGSlphVlZLUjJjeWRVb3dNMG9yY1U5TVZrMXNTSFZsYTBvMlNHOVJjMVZNU2pSbVdFb3JWbXR3ZFZWdGN6QkdNbk0xUTNGNFNXeFpVMUk0UjBSWFRXeGtaa3BIWWxwRmIxQkpiRmxUZURSRFEzWktVemRKVURCblZuQnFXVXBMZDBkcFFsaHJjVVo1WTNSTllXeFVPVkY1ZURZNVRsWm9UM2hIYmt0U1dFVkhUM2xxTVdsU1lYZHJibTlaUWxsblZqVkxjeXR6WTJONU5sTlRja3BhT0RGQ2NrTkNVRFZTWlhoSmJGcEpZa1JUYVV0dlprbEdWR0pyY1c5blUwc3lTVVpqWjFacFNsVm1iSEYwZVhoNGJHeHlURkJyYTNCaVdFaFdURWRUY0M5S1ZuSnNhR1paYjFVeWVWUnVjQ3R0VlVSelkweDFia0pYZUdaVU1uQTFUV3hhVjI1a01taEdTMDlGUTNRd2VqRjJVa2xzWWtWRGRUZDFRMjkwUTNobGRtUkxSbFEyYkVvMGJWSTJkM1p6VlV4YWVFWlhVV3B0TW1sT1lqTklWR1V2YkZwb2JYaEpiRmxCZFZoSlRXdzNXUzh2Wm1SU05UZFRiRzQxZEd4bGFtbDRRWE5wVm5jclJYUlZNa3RHZDFBMVRuSkJRbWsxV0VGUmNUQlFNWEpSZG5FMFpWWlBTMnBLWjFWblowVjVLMFZuVm1sa2NsY3ZabFIxTUdWTVZtVlVja3RUZDFGTE5HUnFhREpUVVV0eU1UZHVWbWhHZG1RMlYzQnhTalZGUTNsSVdUWk9WV1ptY0dobVdqRlBlbmcwZEZac1IzWXhOMjAxWVdKQlJYa3JSbEUzT1M5WU4wOHZLMGM1TVU1eWVUUjBWbWh0ZG1KVWFIRjFkVlJMTkZaRVltNDVXWEU1WkVOdU1UUm9WbmhKVURsSVFtOTNkMWhKTkdaQlQzZDNibGh5Y1ZSWU4yTTNiVlJKYkZsaGMwOUtNVTlPVVRCMVpXOXlaazFTY1d0R2FtUm1RM1JSTkRsVFJYbGFXRVJ6WWs5bGNUaFVRakpvUTNJNGJ6bGFTVVpoWVUxaWJIbFBUbEo0UmpkdGVWSnVNelk0WkdwR09URmhaMmhyZVhWSVFUY3hWeTlYUjFCaWNFZzJURk5PV1RFeGREQllNSEpWUmsxdFZuYzJTREp2TW5Vd1VsVTNTMUlyWTAwM1JrdFFjVzFOVVU0eU5uaHhjVVJrZFc5aFJYbDVTR2N4VWs1c1lYUjFZVGxyTldRNGNrWjBPVkIyUWs0MU9GRkhhbFpCVkhSd1lURjNSR1I2YUVsV1lXWmhNMFJCVkdKemVHRlpjbFpKY2t0TUwxcHJaWGd3YjBsS2JHOU9WWEZqTWpSa01HOXhja1JsZUVsc1lXeDRTM0JpWXpsVFNYbGFWMFJVUzI1T2RVWm9XRmd2T0VwUFZWZHphRzlvVmpGNVlYQkpXazF5UWpac1UyMTZVR3cyZGxGemN6VTBSSGhsY1VkRFNGSTJhRVZPUlZCTVZsbGpkVlZuVmxkdmVscG5Na2xHWWtWcFZtdFhSM0JNWTBOT1dFTklVVGN6VjNJNE0zTjJkVU4wVVVkS1ZsTnhlQ3NyZG5WaGRVTmFUM05DZW5GVlZ6RnROMEpvYkdZelQxSlhRa1Z5WnpBd2Vrb3haMDlrV1doNVpHWnVTall4WVRoaWJVdFdZMFZMV2tGVVVGRk9TRlpPTTB0SUt6Qk1SVEptTDJSaGVFbHdXWFJTVFhKcVZteHFTakZqVDNSWlpYRTVWbTU0VjI5dVZtOXlZME12Vmpabk5YRTFOVTg1VVdSS2RHVnZTR0YyUjB4clQzTklTbTgzZFZoTGIwNW1VMjh3ZWl0a1JEZEZhVlp6VWt0ek5HTTRaR0ZuZWs1YWNWVlhOVTU1YzJ4NmRFVlRkVWhvY1RrMVR6bFJXVEZQYW5SdU9EQm9WbXRRUlV0eGMxRm1kbVkyTVZGMFZYazVVelJJWlc5UE5uWldkRkJyWm01Mk1qaEhUR2hIY201NFMzTmxiVVp4YXpWeE1WRTNNWFJ5ZW0weE1qWnpUMmxPVldselpFd3dVV0pCWXpaeGRHNXVZVzVrVUhaV1FYSkpURVpUYzBweEwzVlVTMjloWW5kd1REZFZURGRGYVZab1RHRkpRMEpaUkc1WFJWRTNWMnRzYjJ4V0swMXNWVVpwZFVwaGFXbFJTelJtWVZGaFpURlZlV1pGYVd4b1NtVndRWEpvTjI5YVYzbGtjVzVXWjFKTE9GQklaMFJCTUVoSGNFZG1VM2hoVVM5V1EzSk5URVUyYTJGQ1IxSkVVVlZDTTNGb1ZtZ3hkV1ZhVDNaWFRFMVhiR1JRZGsxNlNFeFdVVmxqZENzNE4zRlVVRWRaUW1OclUzQlZjVzkxZEdOWmJuRk9ZVTFyWlc5MFdTOWxNV0Z4ZHpZMFEzTXhSMmw1V2xsRWJsZHBTSFZoY3prMmJISTVTRUpSV1haWGNuVnBNVmhGUTNaME1rUkNlRVZEZFRGTlJEZ3ZTWE12V25vNWEwMUdjWFpKZGpGak1YSm5ZVVJuWlVsblZrZHhhRFYxTDNGV1dYcE1iRzVWYlZacldFVnhiVkJFVG1oM1RVWlJaWEJWWjA0M1l6bERNMGx2YkZaWFlraHhPR3N5U21wSE1XWkhRelpIUjJWU0wyNVVlV1J1ZFM5cWVFTnZhbGxHU0ZneWNWVjNZbnBWVWt4a2JHZGpZV2RLVG1WRGIyNTJkREp5U2t4RlUyMUZXVXBCWVV4UmVqSnZRVGhsT0M5RE9UVmlZMVJMV1ZwbldVdEJOVEZ2UWxsalNHVjFRVmRDUlhKb1VWTkVVa0l4UVdaaFowUlpkRlpZY2tKVFJHZFhTbmRQVGxGQ01VRnRlRWxzV1VoNFJXOW9SME52UjJoMmVGWkJNVUY2VUcxTlZtVnNNbFJJTjJWblIwRjNWa0U0UzJoQ2NVUkhaa04xVVZkQ1JYSlNVVlpPV0hjeFFUTmpiamxpVjB0V1JsUkRSRXBsTm01R2NsSktSR1ExUW5KMFEyNDVhelpsZWpSWk5FVTJkVXhRT1hvMFlsTjRkVmd5ZG5Kd1FVdHdTV3hhVVdVeU1TOHdiVnBVY2tsdFZrSm5ZMUZMTTBsR1pGaG1iRGhWVFdJME1UTjVOVXRMUkhCdVVVSlphMWR6YzB4dWRWSkljVFJYVGpBNFRXTnJSV3REY0dsQ1lsVnVRalJyVmtGSFNrWnlTMFF5TlVJcmVITjBhVUZhZFZCUk56RkRkRGxyVTFoWFMwWjRaM1kzZFM4dk4wcG1kM1JUVW1GNVp5OTFVV056VTBwWGEzUlFObGN3WlVodVJXVndUMmhVU2pWeVRreEJhMmhQVDFkQlpFaG1TV1JPWlhCU09VRmlUVXhWTVVkamMyOUNZU3R0VVRjMGFYQlVPVVZuVm5CeFRUVktVVVI0VFc5b05YZEdhVnBrYzFOSk5VbFVjRWx3V1VGa1oydFdjSEZOTlVGVGVFbHNXVUY2UXpWcFNsUnJUa2RQZG05clVHVkJkVlZYYzFGTGVFRnlTV2RXYjA0NFVrczBlRXRWUWtWclZtTlJTMEZNUnpaalRFdFhUMjVhWkhKRWRVbEdZbXRET1VSNGFXaFhTbWxhWWtKdlRXYzNOWEl3WlVOWFFrZHlPVkZzYXpOVlIzTjVTbGhqZERGaVYyNVdhbWcwU0hCcmNqZHpWa2xzVlU5a1pFRTFMekJYVVZkQ1JYSnBXRTFzTjNSaFlsZEViakIyY3pNMVREVk1SV2xzYUVwdGJVNTRkRGsyUjJselRsRldaMlpYYTFaUlVuRTFXVXBqUjNOa04wWmlTa3gzWlRWVloyUXhNVEZIWlVWRGRrNDFWa2x6U3lzMFpWZFhVRVJ3U2t0TlJVTjBUVVY1ZFRWemJIbHpOMFp5WkdwWFJ6RXlSblJtZHpaVGFXaEtRWEpVU2tseWRWVkxjMmxPV0VZeVJsaGlUV0pUSzBKcmJGWTJVMEpYYlVONFZ6aHZWbGxoVTNkSVdURmpjQzkwWWxkSlMydHpTRTFSUzFkaWJFTnliMmRXYzFKdmExWnRMMWQzUnpaV1VFcHpiVWM0VVV0WFdHdFRaRmcxVjJveGFIQk1TVzFUWTNWeWRsZHNaVTV3V25SclJVTjBhelZSWlRWdGNtWlBOMVUzWTFsMVpDdHBLeTh3SzFOd2JGbHNWM0JDTlVGeVpFcFZjblZpVGpCME5uSXhhVk00VW5GNFRqTlFkR0pTT0U5bmMwWmxVVXRIV0d4Q2NtOW5Wbk5UYjJWek1YVjJLMlpaT0d4VE5uZzJiRVI2ZUVGd1drOVlTRGRJU3pCcmMxcEpXV3BZWVhSeVNuWkhUV3N3YTNoQlQyUTFSVzlQVEdaWlZHcGxWbVF6UTB4MVZFVTBMekJXY2twSGFIQmtZVEV4VFRoRFVWZ3pkVmxRZFdWd1dqVTRVbkZSVkV4akswNTFhMU50VUZwS1p5OXJRMnN2Umt0clQzVkpiVFlyT1ZRNWFVWmlObXBrUTBsMWRETmhXRlJ6YmxaNVlsWlROMDlUYUhjdmNVeHJVbkZLTDNFelMybFFUekZ6YTAwcmNHcFRkSEZrZURSVGJteHNjMWh4TjJSbmNXVk5TRkprWWpOR1Uwb3dMMWh3SzNKUGJGcDNhVlp0TTJWS2Myb3JPVEZQWlZSTE1tUnJkMWg0VldoUVpHUTJkWGxhY0NzNFNXeGlkRVYxUkRJM0wxcEdlVlp1TVc1UmVrUmFTelJ2YVVwME5qSkRVbGN3WW5SWU9HOXdXV3BTUzNKNVQyTXJibVo1VG5ZMGNGTndaa1J1UTFsTU5HbGtPVzF6VTBwWWVFbHdXWFppYVVjM1EweDBkVVIxYkN0UFpFdG5VbWxMU1RkRk5tdDZkbXRwYkZOT2EzRnpNelV6Ym5KUGFpODFUemt6YTFOUlQxbEtVVmhwUzBwaVZERjZaelprTWpZdmFtNVZiRlpwV0ZCMU5IQlpWRlFyTUM5YWIzbEpTMXBwTWpKSFpHSnlOVVJWVnpCbGVXcE9hVlpsTldsVWNIcHVhbVYyWTB4c1dVZFVVekJLUlVaMk5UTnVSblJ6YzFGeFZYRTNhekl2YXpaS1ZsbEdaSEV4ZFdKRVJqTkdVMEZFYURGcFNuSjZhRmhZU2swekx6WmlObGhLVW5wQk0yVnlTbXg0VVRsRVduUlNOa2R4ZEVWMVNYVk9kMUl5WW1vMlJrOUhXall4UmprNU1uQkROMjh5ZEhkVmExaEdabTUwZG5NeGRuaFNhelprVVdWTmNVNXZaRXBHWWpsb2NqZHVNRUV5YzNaNU1YbFdaVEIwYUU4M1RqTmtRV2hXWlVsMU9YUllSWEYwY1VneWNWQmxPV1JwWVVONU5uVnJWbmhXUmt0aGRWaDVVWGRUZFRkdWJEUm5VMHNyZEZGWE0zZHBXSE5rZFVaaVJrdDFZVmwxVWxndmNqSnhja2N6UjBGNE1FOHdWMWR2VFhSamJsVjZUbTV2WjNOVFNsZENNemhsYjFkTU9HcFNRbWwwVjBjMGFTdGlPRmhoZEU5UE1XTmtPRzVLT0ROU1IzSjJSVWt2WlZneFlVNWhiVU12YTJWMVlXNHZXVkJJYjJWeFZITllaVWQ2TTBrdmN6VlViR3RRYzNSUGNWcDNPRlF3WkZCcmVGUXJMMG96Wm1GSlZrNTZhbE01ZVRJelduaGtjbmN3T1RNeFJGSlBVa2x5T1dwUUwwMWFaMEpaYTJwV2EzWkZjWEp6TUZwVU1HUlhTWE50VmxOQ1dEVkRjRzEyVTJKMWJFcEhjVzlZU1RGYVVtTnhObnBsZEhSUFoxbzVVMVp4UWtacVl6TXZPV3N4ZVZKS2JVTkNXSGhKY0ZsWVpqQk9VV0owVjBKdllqRkpPRTFpV1c1a2VsQmlZazU2Y3paUVF6RnVNelZTTVdsR1lpdEdZVGxtUzJkTVdtMXdTR2hNZWs5U1NYcFRaa05XTHpGS2RFSkdOVTVRUmpOdGFXRk1WbUZrWkhFck1FUjVSVUZ0ZUN0Sk1GQjZXbFoyYzFKVlYxWndWMlpuVGpNeWFTdE1WaTl5ZHpReFlYaE5iMVJ6VEdoS2EwMWtiMU50S3pkMk4yaERjbmRTWTJRNVVtMXVkSGc1UTFBelJrNTBNa3hzUkhRcmQwRlZhMjF1WWs1eWRscE9XWEpZTURSamNXVXpRVFpOU0daTFpUTkJOM1pzTUdOYWJWTXhTRWt4VW1Gb09HeGFaMm8xTW1kaFpDdG5TRU5XV0VoaE9HeFJiM2RwTXpKemJsWllXSEpwY0ZsWmIyaDJSbUYwVUcxUmRHWnVVREkzWVhWRFJsZEJaV05tTVZWbk0wNUhUbWxDVmt4b1lsTTVVekZsZEhwNWJtSlZWMGRYWVVSS1NYSlZaMWc0VEdWbFNscGpPVmxXVUhaSFpXUlRlbkpxY2tac2JHZE9VRVk1YVVaaWRFeERUVUpQTVZWaGVFOW9XRkJUVmtwR2NrSnZWMUZ3VVZsVVZYTmhVQzg0UW10TGNrNTJWM3B5WTNoVWRGWm5NbFZ4TW5CS1pXdExjMDV0TW1SSE1VaEJlazV0ZDJWbE5VNHJXWGRYYzFadmJWWnNXSFJtTlU1WlMxSkxRVlpGTW5JMmQyeHBNV1p1WWl0VGRtMUNZa2MyU1RGaGJpOXZZVGRFZDBOcmFXeDRWbGg0ZG5wdmIwWmpNMlp4V20wM1pYWm1LMGxoVG1wVlpHOTNiMmRXWlZKeGRHMURXa1ozTTBVMmRGRTFia3BoYWtVNVpYaHpaR3RaVjFWRUwwOWlRbFpLYlM4eWQxTnRRMXBXV1UxR1MzVnhUekJaWWxBeFRrWnpRVU0zVmxaMmJHRnpUalZGWVhaQmIwWlJjMk5yVFN0V2NYbEtSbFZEY1hSdmNGWTVaazFXZGl0WE4xWndWU3RuU3pad2JuUXpZVVp1UjJkWUx6Sk1kelIzVUdsdEwxbzNZazV5WkZadFNVUlFialJvYVV4dGQwdDZZWFl2Vm1GQ1RFOHpXRXBIY1VGWFMxWjFablJzZWxoUEwxZFhhMDFCYWpFellVeHlNRFJETTFCSWNsSmlVbUY2VjBaSVYxaDBWRGN4VDNCRk5VRkRRbTV3TWxCRFRIUkRNRGxUVmxaVEsxaHhPVTQ0YkZaMVpsY3JSMkZTU3pCS1oxWnZMM1pNUmxwVU1UVnNXVTVUZVRZd2VuUllOMnRVTm5JMk0waE9aME42SzNORVJ6TXdlV1J6VGpkV1kyOW9XVVJtZVVKVFFUSldWMEZJY1M4emQzUnhiVmMxV2xBd1VFSTJNM2xrVTIxRmJreFdWbXBOUVhOeFdISTNUa2hGY2trMU9FVlVjMEV3TVZGS2VWcFZWMEpIYkV3eE9VaFBVMkZzYkU5RlUzTkNWWGREUmpWTmNYRkJibGRyVTJnelRFdDZiRUZ5UzNobVkyNVBWVlF3UTA1UWRFTndZalJCWmtOS2QwTmhjbXd5U2pWdmVuRlJURFpUVmxkRldVWnJWbUp5UVN0RWQxSjNlalZ4T1N0aWRUTjZPQ3R4UVcxa04xRmxWRTQ1V25aWWRFbHhPRkZCUVVaelpESmhWbGN2VlZab1Uwa3lObTVMYmtGSU5rRk1SVk5TUlVaamMxWk9NVzl0U0V4SVlVSlBTRFJwWlVGU2JFTkRSRFJuYlVWb1dtdzVkRE4zTTBsSE5rTXhWbFZpVjNOSU0wRkNkMUpVVFRsMWRGSTJVMjV4T0dkWFNUWlJiRlkxTkVSbGMwZG1kV2xEVTNoSGFURldWMWM0VG5sQ1IyZHVNV3BrYmtGV05taGFkRFZuVWxoUlRWWktWbHBsWmtzMlowd3pZVE5EUzFkUGExcGtjWE5GVm0xRVRHa3hWekpZUm14a1dVbGtXVzVZZDNkeFVYbDNWM2xZUVVGcmRYTTFRVlJSVlhGNGRUbFNkamxuTVdkS2MzVkRNbWwyZFRObWVUaDVTRFozY1RCRlQzTXZUMkZuTDB4S1QzaEZjbU5ZTDNoclVtRmlkMEZqYW5KRE5sRkxkRGxhWkZKQlQwTk1Xa3cxWkRaYVdsQXpiR2hPV1VjNEwycENSbkYyVVZOMU1WZERUR1JFYkVkdFprZHFOMUpoVTFORE0xUTFlblZQV210VFduTlhTbXhaUVV4a1MyMDNNR0ZqTjFZNVdXSTJUbk16WW10b1ZqRnBObGhXWW1GS1NYVm5RMWhzUzNOUWRESTVjM00yUVdadVVEYzVNRWd4UmpkMFZrRnBMMmRZT0daeFpIRjVla013YkZKQlZIWTJaV2RYZURCdFpFbHNVVlpaUmxCcWMySXJXbXRwTlZWTFFWaGhTMVppWkdSTE16TnllbkJ4Y0hGTlVrWXlRbkZZYVVacE4xVjNSMUZKVm1KU1ozQldPVGd5ZFcxcE5UbGtjVEJhVTFaV00yVkdRbEpCY2t4TWJIRnVTeTkwYkd0RFdXaFZVV2syYWxocVZqVlFSbEZJYjFrMlpEWjVOMll2ZG05S1JVVnBkSHAzUlVsVmRqbFBUR3hwZGtaQ1MwUkxWVGw1U214V2JYVkRRbU4xVW5CV2NucG1OSE5vUTI5QlpIWllNbXBDTW5oNlRHTnVlbGhHZUhOcFFreGtjWEJQTTFkRmNVcEJRMlk1U201TldIQllOV2RZYjNwWVNucEpiR1F3Y1hvME9FSXdURXAyTTNacE0ySnBURTQzTjFkTVNYaEdMeTh2WlhwQ1ZXOUNRV0pxWkU0eUwzVmtjRE52YjFkaE1uVmpRalpIZVZacmREQlBNa0V2YUdSVU5uZG5WbTA0SzI4d1YzTjRTVnBqUlZOMGFVSmhRakJNT0hkVFN6Y3lVRmRHYlc5S2IzWXdOVVp4U1VaUlJEbDJjMlJVTTBReE16QlVkMWwxVjBKVWNtMHZjVVJ3WTNOQ2VFUmtWQzlUTDJWc1NteElkR2t4VTNSdGRHMXBhRmREWjNaQlJreEdOakE1ZG5SV2IwWmpNbUV3YVZaM1JFczVVR3h4VlhWRGFERjJieXR6VTNBMldGSkdNMWRsVVV0M1RGa3JTQzh5YjIwck1GQjBaR0oyUmxZeVNtRTNjRGxvTDBKT1prbG5WbWREYkRsMmRVcHlNbUV3UTAxM05qUnlhM0JwT1ZWWlNYUTVla0pCWldkNGMwTjJkV3B3YmtwelIzTldURVpoVm1SdmFIVm1PRFZDZEdkT05pOWhVMUJMYm1sdlRtRnJhVlk0VkhFd1dHNU1WVUZFVkRWbGNqSTVVa0Z5ZEVaNlZXcHRTakYxT1c1WldsRkxkMUpoZVdsd1YyWnlVVFl4U214V01uSmtiVW94UzJrMGJucHNkRzFCZFdkcFZqQTVaVW9yYnpacFFsaEpWbUZDV1ROWmFrb3lMMDlZYWxGRE5ubGtWek55ZUVZMUwyaDJWMUZYV1ZSeE4xSnljVk40VmtGRVFtaHdObFJEZHpCbE0zbGhNazFLYkdOd01UQkhjVUZQUkhWaWJFTXlWa2N5VkZkeVRtNDRVakZOYUZkMVNtRnBkMEZaU1dGUlMzSjBWa2RIYmxKd1FXOUJZWE41VDJGdUwySnVSVmMzVWxvNU9IcFVTVVpCUkRkMmIyRlRTMVpEYlZOS1VYTjJiVkZIWjNBeFVuUnVjVEZ0TUZkTE5VbHNWVUZSUzNoSlJtRnNVMHhKVDFSdlQwa3hTMEpaUVZVclpFVTVkQ3RqVG1zdlRrTnVURlkyYVdSMmIzTTFaakJSUkZsTmFEZ3lhWGhYY0hkdGFUVnBkbnBPZGpGUWJrbEJUVUprU2poTVYxZ3JWRlpIUmpoamJsTTVhSE5wYVZWVlVVRjBiMjVXTVU0MWIwcHRSR3R5ZEZkS1l6UXdVVXRGVlVWblJtcDBMM05oTldWaFExRjVhV1pIY1ZoTmJGVjNRbmRTTkVsdE9XdDRla0ZUVGpOeVUwb3ZjRll6YUVGRVFWQmphamxQVFZadGMxcEtlR2xMZGxCdlozRm5aa1pHVlhkQlRYbEVOeTl5WXpGSU5YRlNiVUpyZDNCM09FaDZTVVpCVHprMlltVlVUbUZ1WVhaT1V6aDNUVzF0Y1dabVRsQXhaMEZuVmk5UEwwTkZVM0ZWUTBvMWMzTXZkalZ5V0V0R1FVSnRVWEF5YWpJdldFeE1TVlpWU205RmVVZ3hjVzVKUVVOWlFucFhMMnBrTVVaeGJWTlZXVzF2Y0ZZM1pYVlZWbGxCVFVGMGNXWnpObFpYU1VaWldGUnhNM0pPTUhaQlJFRk1ZMmczU2xGTGNFRnlhVFprVmpsaVprRlJRWHBKVHpka1p6bHpPVElyWlhFd1JXRnpZbk55Vm1saU9XcDRVVVZuVWpOcGJWTTFWVnBuTW5SS1NuRkpRVkZMY0U5MlZ6UlljMXBLVW5WS2NITnZaMnRCZUVkeU5sSnZTelZvTjBOclJUQnJRVWxHV1dKd1JXOXRTVlJVZUZKQ1VVRmFkbUk0TjFaSmJHVXdRM1ZCUVVSeWVFMXdUMFphWnpsQlMwSTROM2xrVmxGSFNYbHBhV2RCZWs5eUwzQkJiMmRXZDBOQlFYcE9aelIzZDNwNU1VRjFUVlZWVkVGRlEzRkpSR3RzU2xGRFFWWkJSakZyTVZKVlFWRkNaSEJOY21OQmRuTklRVXBvV0Zwb1dFbEdVVUZCY0VGeFUxWjBTVU5CVG5vNFFTdFJTMEZIUVcxdFZURjNXbmRCUVUxSmRrMUpNR2h2YVZGM1FXTktUVkJUUjJkQlowSnJSVk5IZDBGblRteHFPV3REUTBGM1JIZDVLMlZ4U1U1RmJFOVJRMEZXUVVoclEyZENRWEZuUW5sQ1VVRjNWemgzV1ZOSU5rcEVkMEozTUhjMk5ITjNRVUYxUjBWSWVVSlZRWGRDZDBKV2FHVkhlVUZMUVRKWFJpdFJTVVZ2UkdkQlFYRlJURWxHVVVOQlZrRkZTMEpuUTNka2FqWlpSVEZCT0dsbldVRjZRVmg2UVZOQ1dFRkJRbE5DV2tGeVFVMUJiMjlVU1ZCdlMyZFZSWGREV1VGbFdVRlJTelJCUVVSWFJWTjJLMGhSYkU1blFVdEVXRFl2YkVGcU5FbFVXRkZFV1VsV1lXbEVRVkZXYmtGblJFRkxhME5HU2pkRFFYZERPVmhXT0VnMmMzRldVV2RSUVZWblZXOVNaMVZLUVZCeE5FaG5ORzlVUVVSUmRDOVdkV2RHZDBKQlRXOUpiRm8wVG5WUWMwSkJTREZoY25kWlZVeFJRa0ZtZDFsVmNpdEpSa0ZJTUZwUlNqRkRSbTFWUVVsR1YwRm5iR0pSUVU5QlIwWjNRelZCWjBFNVZqazRSbmxDVlVFMlRGWTJUSEZFWjBaVWMwRldRa2x4WmxKYWQwNTNWVUVyY1hKbFEyMW5SVWRuUVVFMlMxVkJhWFF4YkdsVVowRlFWbFF2UWtSUlNIcFJSVUV6U2xGRFNVWmpRVkZMWjBGRlEzZEJTVVpWUVU1Q1FVNUNTVUlyY1VOalF6QkZkMEZKUzI0dk5sbFBRVFZ4UzNCQlRrUXpPVVE0UVRWQmIwRlRRbGRCV21NeFJ6VkJSMUZMWjBGaGFqUlpSRkZHTDFRemQwUlZZa1ZSYVVSdlFsVkJaRU5SVGtORlFTdHdaR1ZDY1VJeVkzaEtOVUZMVVV0blEyRnNVVkZJVVhKM1JFRllVMEZCTDFWc2RrRnhRMHBCWkVOSU9VTk5RVzF3Y1VkQ2IwSlZRVlZEU25oeFlUVkJabkZQYm1kT1FXODVVSE5CVDJkNlFVWkROelpYYkRoblVEWnBjbmRFVVVGRVZrTkJSVmczYVZaVlFXOURiSEZxU1VNcmIxYzRRVEJEWnpGVFZVTlFNRU00UVdkR2QwSmhRemxWSzJkUlFXcFdWSHBDVUZGQ1VGRkhRWEJ4Y1ZwQmRYQmxSSGRCUVdwU1drRTJlSEJZTm5kQk1GZ3dNRmhWVFRseFIzZEVOazR5VjNKQmMzZFJTelp6UkZGSVVGZHNRVWN4Y1cwMFFsbEhOMFIwYWtsQmIxRkpRVVJXZDFSQ09WRnBRVVZDVkVJNVUyVXJaMDFCWTJkWGIwOW1WVWRCU25FNWVHY3JNWEJpV1VGM1FrRjNRMGxEYURsaFQxZEJUVUozVFVKcFoySjBVVTFCUW1kWFFtZGlWV2htYjBGQlNrRnpaMFpCUWtGQmQxaFJkMkppWXprd2NVRnZRMmhaTDJoQlRITjBjRUZFUTFWRVExaEpXR0pyVEVGRVEyOUVRM0kxUzBVNFFrRkJZV0ZSV1dGT1RXMVhiRUZqUTJkTkszZG5kaXRSV1VGTlFVRk9RWHBzYVhaM1FrRkNhV2RDY1dZeGJHaGpRVUZLVEd3MlJHd3djbEV5U2tGblFWbDZRM05IZEc1cFVVdG5RVUYzV0VrMFEwSlZRVUZCVkV3MFUwSlVRVUZEVXpWWVExRktkMEZCTUZoSk5IbENVVUZCU1ZSTVVXRm5RVUZEUW1ORWFVbEdRVUZFVWtsbmIwOU5aMVZCUVUxR2VXdERaMEZCUVdsWFp6Qm5Ra0ZGUXpKSVNWRkxRVUZCVVV4b1NVWkJRVU5KYkRST1ZVRlJRVUZ6YTFkVlFVRkJRVFJUU2tsQlFVTkJiRXd5VTBjclNVVkJRVUZCUVVGQlFVRkJRVUZCUVVGQlFVRkJRVUZCUVVGQlFVRkJRVUZCUVVGQlFVRkJRVUZCUVVGQlFVRkJRVUZCUVVGQlFVRkJRVUZCUVVGQlF5ODBUbnBYU3pZclVFdDZRM2t2UVVGQlFVRkZiRVpVYTFOMVVXMURRend2WkdGMFlUNDhkMmxrZEdnK01UVTRMamMwTURJOEwzZHBaSFJvUGp4b1pXbG5hSFErTVRVNExqYzBNREk4TDJobGFXZG9kRDQ4TDFCcFkzUnlkV1ZKYm1adlBqd3ZVMlZoYkVsdVptOCtQRk5wWjI1SmJtWnZQanhqWlhKMFBrMUpTVVZCZWtORFFUWnBaMEYzU1VKQlowbEpVR1pWUVU5blFVVnhLMWwzUkVGWlNVdHZSV042TVZWQ1p6TlZSa0ZFUW5CTlVYTjNRMUZaUkZaUlVVZEZkMHBFVkdwRk9FMUViMGRCTVZWRlEyZDNlbFJ0UmpCaFZ6bDFXVmQzWjFKVE1VaGlNMXBzWTIwMWRGcFhOVEJKUlRWc1pFaGtkbU50YzJkUlYxSjBZVmMxY0dNelVubFpXRkp3WWpJMFoxRXlWblZrUjFaNVRWSjNkMGRuV1VSV1VWRkVSRUpPUkZKVlpFOUpSazVPVFdsQ1JHSkhSbnBqZVVGNVNVVk9RazFDTkZoRVZFVTFUVVJWZVU5VVFUSk5lbWQzVG14dldFUlVTVEJOUkZWNVRucEJNazE2WjNkT2JHOTNaMWx2ZUVONlFVcENaMDVXUWtGWlZFRnJUazlOVWtsM1JVRlpSRlpSVVVsRVFXNXRkRnB1YlhOYUwyNXVTVVY0UkhwQlRrSm5UbFpDUVdOTlFuVmhaSEpsVnpOdWFrVnhUVU5uUjBFeFZVVkRkM2RvTlhKWFdqVnlSMlkxTlhsQ05UVlRNVFZoTWxFMVdUSjNOVFoxWnpWWmFUSTFUREpqTlRkUE56VTNkV1pOVTI5M1MwRlpSRlpSVVVSRVEwaHRkRnB1YlhOYUwyNXVTVWh1YkV4WWJISmFSR3hxWWtSdWNUWkViR2xNWW10MlducHVjemQyYm5VMU9IZFhWRUZVUW1kamNXaHJhazlRVVVsQ1FtZG5jV2RTZWxCV1VVZERURkZPUTBGQlVrWmFWMGhEVHpSV2RIQnhSVFZ5VFZWQ1kzVTJhWGsyVEhGM2FXOXZaRW8zU1d0SmFIVkNRbFZsVEVwTmJqQXdMM0JHVjA5T1IzWnNSV0ZQTlhONGRtUnhNMmxZVm5VNVJtOVBhMDlKY3poMlZHdHNNa0p2TkVsRFJrUkRRMEZvUVhkRVFWbEVWbEl3VkVKQlZYZEJkMFZDUVVSQlZFSm5UbFpJVTFWRlJFUkJTMEpuWjNKQ1owVkdRbEZqUkVGVVFVOUNaMDVXU0ZFNFFrRm1PRVZDUVUxRFFVMUJkMFZSV1VwWlNWcEpRVmxpTkZGblJVSkNRVkZFUVdkQ1FVMUNPRWRCTVZWa1NYZFJXVTFDWVVGR1RHNUJha1JQUW01eVJEWnZXSE5xWTJvNVJHeFBObkF4YmpVNVRVbElSa0puVGxaSVVqaEZaMkl3ZDJkaWIzZG5ZbVZuWjJKVFoyZGlSMGRuWVRWeldrZEdkMDlwT0haaVIxSm9ZME0xZW1SSFJqQmFWMDVvVEcxT2JGb3lOSFZaTWpRMlRYcG5OVXd3VGs5UVZVNUdVakEwWjFVd01IbEpSVTV6V1ZoT2VrbEVTV2RSTUVWelVUQTBPVkV3VmtoVWFVSlVWRlJKWjFFeWVHaGpNMDFuVFdsQ1JGRlRkMmRVTVZVNVVURktUVkpIYkhwa1NFcHdXVzVXTUZwV1FuWmhWelV3WTNsM1oySjZNWHBoVjA1cVdWUTVhbHBZU2pCaFYxcHdXVEpHTUZwV1NteGtiVGxxV1ZoU2NHSXlOVTFoV0U0d1VESkthR015VlM5aU1rcHhXbGRPTUZreWVHaGpNMDA1V1RGS1RWSkhiSHBrU0Vwd1dXNVdNR0ZYT1hWVlJ6bHdZbTVSZDJkaU9FZERRM05IUVZGVlJrSjNSVUpDU1VkNVRVbEhkazFKUjNOQ1oyZHlRbWRGUmtKUlkzZEJiMkZDYmpKNGExbFlRVFpNZVRseldrZEdkMHh1VGpCWldGSnNXVEpGZFZreVZtNWlhVFZxWW1wdmVrOUVhM1pSTURRNVVUQldTRlJwUWxSVVZFbG5VVEo0YUdNelRXZE5hVUpFVVZONFJGUnFNVVJTVldSUFNVWk9UazFwUWtSaVIwWjZZM2xCZVVsRlRrSk1RMEpRVmxReGFsRlZUbXhqYmxKd1dtMXNhbGxZVW14amVYZG5Zbm94ZW1GWFRtcFpWRGxxVVZWT2JHTnVVbkJhYld4cVdWaFNiRkF5U21oak1sVXZZakpLY1ZwWFRqQlJNbmhvWXpOTk9Wa3lWbmxrUjJ4dFlWZE9hR1JIYkhaaWEwWXhaRWRvZG1OdGJEQmxWRUZrUW1kT1ZraFJORVZHWjFGVmMwdFVUekZyUVRKS2NXMW1jRk50WWxCUFNtZFlUVTlRUW10emQwUkJXVWxMYjBWamVqRlZRbWN6VlVaQlFVNUlRVVJDUlVGcFFpOXRSMXBPUlhkVFZYUmFaV1ZyVVZnNWVIaG5URWR2YXpsbFJFdHFjWEJHV1ZsM1EyeFpPVE55YVZGSloyRldXRGx6VG05NGFVVlJORlpyZFZkUGNuWm9kM3BPWTFCVWRVaGpOak5ZY3l0a2JHNVJlbFZoVEdjOVBDOWpaWEowUGp4emFXZHVZWFIxY21WQmJHZHZjbWwwYUcwK1UwMHpWMmwwYUZOTk1qd3ZjMmxuYm1GMGRYSmxRV3huYjNKcGRHaHRQanh6YVdkdVJHRjBZVDVOUlZWRFNWRkVNRUZ0TWtReU1FbDFXR2hZVWtaVFJWZ3ZPREJpUWpSMFNVZHliMlZWUnpab1pscGthMWhhVW1nM1VVbG5TakZPZVVocFJFSjVka2h6VEhCaVJVVlhXazF6TmpoemFEUklPRUZYYlc0MVNHaHhNMWRYZEM5Sll6MDhMM05wWjI1RVlYUmhQand2VTJsbmJrbHVabTgrUEM5VFpXRnNQZz09PC9zZWFsPjwvc2lnbkxpc3Q+PC9TaWduYXR1cmU+
	2022-09-01T17:24:02+0800
	省美丽浙江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