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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厕改造考验干部作风
□ 马洪超

“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家里
现代化，屋外脏乱差”，已成为我国部
分农村生活环境的写照，垃圾堵路围
河、污水随意排放等现象在一些农村
普遍存在。今年起实施的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是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任务。行动以农村垃圾、污水
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提
出到 2020 年，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明
显改善。那么，政府怎么办，村民怎
么做，如何解决投入问题，记者采访
了有关部门和人士。

统筹城乡才能美丽升级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对多数
农村来说，美要美在“家门口”，把垃
圾扫走，把污水治好，一直是农民的
心愿。长期以来，我国针对人居环境
状况治理的重心在城市，对广大农村
关注和投入较少。农村污染点多面
广，加之环保意识普遍淡薄，相关配
套设施缺乏，治理难度更大。国家发
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说，从当前全国
大部分农村地区看，人居环境矛盾最
突出的就是垃圾污水带来的环境污
染和“脏乱差”问题。

环境要美，规划先行。以前农村
建设“无规划、乱规划、被规划”，不仅
私搭乱建严重，而且管网建设随意，
造成诸多环境问题。针对此，山东对
全省所有行政村，按照村庄基础条件
和发展潜力，设置达标村、示范村和
宜居村 3 个层次，分类制定改善标
准。云南开展省级重点村庄规划编
制，完成 1700 个省级规划示范村和
2000 个以上异地搬迁新村以及 615
个传统村落的规划。浙江推动“多规
合一”在村一级落地，联动建设城乡
路网、管网、垃圾处理网、污水处理
网等。

农村要美，需统筹城市和乡村。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赵晖说，
以垃圾治理为例，大部分城市现有的
垃圾处理设施能够消纳农村垃圾，农
村无需新建很多设施，主要是运行管
理的费用。据住建部测算，平均每个
农民一年产生的生活垃圾，从收集到
处理共需 55 元。因此，国家农村垃
圾处理专项工程启动后，进展很快，
2014 年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率只有
40%，现在超过 60%。目前，各省都
提出了到2020年前完成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的目标。对此，要做好顶层设
计，推动城乡垃圾分类“一条线、同
节奏”。

农村要美，需统筹生产和生活。
搞好农村人居环境，离不开农业面源
污染治理。针对畜禽粪污乱排、秸秆
焚烧、农膜污染等问题，农业农村部
整合60多亿元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2017 年支持 51个畜牧大县
整县推进畜禽粪污治理，在东北 71
个玉米主产县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在
西北建设 100 个农膜回收示范县。

“目前全国农药使用量已连续3年负
增长，化肥使用量 2017 年实现负增
长。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转
折，意味着化肥农药对环境的影响得
到控制。”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说。

千村千策才能百花齐放

从白山黑水到南海之滨，从东部
沿海到西北内陆，各地农村发展千差
万别，人居环境整治也要分类施策。
中央文件提出，东部地区以及中西部
有条件的地区，要基本实现农村生活
垃圾处置体系全覆盖，基本完成农村
户用厕所无害化改造。中西部有较
好基础的地区，力争实现 90%左右
的村庄生活垃圾得到治理，卫生厕所
普及率达到85%左右，生活污水乱排
乱放得到管控。地处偏远、经济欠发
达等地区，在优先保障农民基本生活
条件基础上，实现人居环境干净整洁
的基本要求。

云南省地处西南边陲，属欠发达
地区，但旅游资源丰富。该省把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与发展乡村旅游结合
起来，提出到2020年，全省建成350
个旅游特色型村庄。在西双版纳旅
游度假区，曼贺纳村民小组依托保存
完好的傣族干栏式建筑，大力开发乡
村旅游，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美丽村
寨，也让农民吃上了“美丽饭”。今后
3 年，云南将分步推进旅游特色型、
美丽宜居型、提升改善型、自然山水
型、基本整洁型等 5 种类型村庄的
打造。

浙江省地处东部沿海，又是农村
人居环境改善的先行省份。在基本
解决整洁问题的基础上，该省实施农

房风貌引导工程，建设具有乡土气
息、江南味道的浙派民居。初夏时
节，走入浙江安吉大竹园村，不仅见
不到垃圾和污水。更难得的是，村里
在老村旁规划建新村时，遵循原有的
自然肌理，大树不砍、河塘不填、道路
不截弯取直，61 栋白墙黑瓦的民居
依地形分布，错落有致。

“各国农村人居环境发展具有一
般规律。”住建部村镇建设司有关负
责人说，发达国家先后经历了农村生
活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环境治理、乡
村景观美化 3 个阶段。这在我国不
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农村地区也有所
体现。我国 40%的行政村没有集中
供水，大部分村内道路没有硬化，对
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比
例有限。总体看，目前我国大部分农
村处于基本生活设施建设阶段的后
期和农村环境治理阶段的初期。当
然，也有少部分发展较好的农村已进
入美丽乡村建设阶段。

群众参与才能见到实效

“政府一头热，村民冷眼看”是很
多地方改善人居环境时遭遇的尴
尬。但在浙江安吉，要不要整治、什
么时候整治、整治什么内容，都是村
民先投票、村里自主定、县乡再配
套。安吉县农办副主任任强军说，浙
江省 2003 年在全国率先实施“千村
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从那时起，我
们下大力气解决与老百姓切身利益
相关的环境问题，也相信动员群众的
力量才能见到成效。”截至 2017 年
底，浙江省 74%的农户厕所污水、厨
房污水、洗涤污水得到有效治理。

在江西省定南县天花村，村庄的
每条巷道和村民的房前屋后都很干
净。每天早上，专职保洁员开始走街
串巷清扫垃圾，到了傍晚，中联重科
的垃圾清运设备就会“光顾”每个垃
圾桶。目前，该县建立了“户入桶、村
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城乡环卫体
系，实现了所有村组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全覆盖。“针对农村环境卫生死角
多、政府投入成本大、环卫队伍难管
理等顽疾，我们采取 PPP模式，农村
垃圾清运工作打包由中联重科统一
收集和运输，并聘请村民为专职保洁
员，通过市场化运作，使农村环境有
效改善。”县农工部长何启玫说。

长期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投入不
足，如何解决资金问题？韩长赋表
示，一方面要探索通过 PPP模式、特
许经营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另一方面，要推动
各地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调整完善土
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推动将城乡建
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
剂收益更多用于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建立垃
圾污水处理农户付费制度，完善财政
补贴和农户付费合理分担机制。

业内认为，村级组织在农村环境
治理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
用。要支持村级组织和农村带头人
等承接村内环境整治、村内道路、植
树造林等小型涉农工程项目。组织
开展专业化培训，把村民培养成为村
内公益性基础设施运行维护的重要
力量。鼓励农民利用房前屋后发展
具有乡土特色的庭院经济，推介一批
美丽休闲乡村和精品旅游景点，带动
提升村容村貌。

今年启动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将向“脏乱差”宣战

不让乡愁成“乡臭”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今年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的第一年。长期以来，我国针对人居环境状况治理的重心

在城市，对广大农村关注和投入较少。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处于基本生活设施建设阶段的后期和

农村环境治理阶段的初期，要改变“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家里现代化，屋外脏乱差”的农村生活

环境，不仅需要城乡统筹、因村施策，更需要让村民真正参与进来

今年春天，黑龙江垦区红兴隆
管理局辖区发生了一件刷爆朋友圈
的事儿：友谊农场水稻种植户葛春
江开出“天价”私人订制费，以每亩
2.38 万元的价格，为网友订制生产
12亩有机“蟹稻”。

大连“兴盛”食品有限公司总经
理王毅对这个价格并不吃惊，“这是
纯正的私人订制生产大米，生产全
程可监控、可追溯，全程手工作业，
实现了有机标准，而且稻米颗粒饱
满、没有浪费，食味值高”。

“我学会了按照消费需求供给，
投资100万元在地里安装测控设备
做到生产全程可追溯，大米以每斤
40元的价格卖进大连市场。今年，
又在网上搞起私人订制项目，受到
粉丝的热捧。”葛春江高兴地说。

拥有 730 多万亩耕地的红兴
隆，曾一直依靠国家政策调节种植
结构，管辖的12个农场清一色种植
水稻、玉米、大豆，种植收益随着政
策变化波动，形成了不找市场要政
策的传统思想，导致初级加工产品
居多、产品结构不优，缺少个性化特
色产品、一二三产业没有深度融合。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
红兴隆把“坚持需求导向、扭住市场
牛鼻子”作为根本遵循，提出了“统
放结合”的发展模式，即以补齐大宗
传统农业结构过重“短板”为核心，
发挥组织化程度高的优势，借助优
越生态环境，突出质量兴农和绿色
兴农，宏观以发展绿色农业、休闲农
业、品牌农业和智慧农业四个新业
态为统领，微观以个性强的特色农
业进行放活。

“统放结合”模式的推行，促使

种植结构围绕市场自主调节。
“过去，咱是捧着金饭碗要饭，

总是等国家出台更多更好的惠农政
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国家粮食
收储制度发生了变化，所以必须打
破靠政策生产的思想，树立以市场
为导向的观念，农产品才会真正的
有出路。”友谊农场第五管理区第二
作业站水稻种植户马国强说。

正是因为有了市场意识，马国
强组织水稻生产协作体与赛福瑞
斯米业有限公司签订了3万亩生产

“发芽米”专用水稻生产合同，每斤
收购价格比市场高出 0.15元，公司
再把水稻加工成“发芽米”产品的
20%利润拿出来，二次分配给种植
户。

“统放模式”的推行，加快了产
业的个性化发展，催生了不少“网
红”农产品。如友谊农场通过电子
商务中心，打造出“灰长黄”笨鸡蛋
品牌，以一枚 5 元的价格一次性向
深圳销售3500枚；还打造了网红品
牌“张大姐”香瓜，卖出了每斤40元
的高价。

农产品个性化发展，释放了农
业资源优势潜能，也有效推进了营
销活动的创新。

去年，江川农场为提高优质米传
播力，创新举办“头米”拍卖活动，“头
米”拍到1888元一斤，100多家媒体
相继报道，极大提升了知名度，吸引
北京、辽宁、宁夏的客商来采购。

同样，宝山农场黑木耳种植户
赵悦争当“网红”，将生产全过程现
场直播，使优质秋耳卖出 280 元一
斤的“天价”不说，产品还供不应求，
创造了一亩地5万多元的好效益。

市场导向催生

农业“网红”
本报记者 常 理

近年来，重庆市荣昌区围绕
“实现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
这一理念，通过狠抓生态环境治
理、夯实生态农业基础、打造生态
旅游产业，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美丽乡村。

环境美不美，关键看治理。“如
今，农村畜禽养殖臭气熏天、污水横
流的现象已不复存在。”荣昌区环保
局相关负责人说。2017 年，全区严
格适养区审批管理，完成了禁养区 3
家畜禽养殖场关闭搬迁及近 2 万头
生猪当量畜禽养殖整治工作。

改善人居环境需要外修“容貌”、
内通“经络”。2017 年，荣昌区完成
濑溪河流域13个镇街污水处理厂技
术改造，全区镇街污水日处理能力达
到 2.2 万立方米；全面实施镇街二三

级污水管网改造工程，建成二三级管
网55公里，入户管网26公里，新建9
个农村居民聚居点生活污水处理站；
规划广富、荣隆2个工业园污水处理
厂及配套管网，目前荣隆工业园污水
处理厂已基本完工。

不仅如此，荣昌还投资 0.4 亿元
建设濑溪河流域荣峰河、池水河等支
流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完成荣峰河、
池水河城区段黑臭水体整治；投资
3.18亿元，基本完成高升桥水库良好
湖泊生态环境保护项目，让饮用水源
保护水平进一步提升。

近日，吴家镇双流村党总支书记
杨媚忙着为自家的 100 余亩蔬菜更
换黏虫板。为减少农药的使用，如今
双流村的 500 余亩蔬菜大都用上了
这项农业科技。

“过度施用农药既危害食品安
全，又会造成土壤污染。”荣昌区农委
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全区大力推
广杀虫灯、黏虫板、捕食螨等绿色防
控技术，让土壤农药污染问题得到根
本性扭转。2017 年，全区在茶叶上
使用的黏虫板超过 20 万张，在果树
上使用的捕食螨达10万余袋。

农药污染只是农业面源污染中
影响相对较大的有机污染，且具有持
续性和农产品富集性。在农业生产
过程中，化肥的污染同样不容小觑。
2017 年，荣昌区全面推广测土配方
施肥，实现水稻、油菜、玉米等大宗农
作物测土配方施肥全覆盖，加大蔬
菜、瓜果、笋用竹等经济作物测土配
方施肥推广力度，全年测土配方施肥
推广面积达到145万亩以上，配方施

肥覆盖率超过90％。
发展生态旅游是农村发展、农业

转型、农民致富的重要渠道。
记者了解到，荣昌区的观胜、吴

家、清流等镇街连片打造全区的柑橘
产业生产带，当地政府积极引导果农
发展绿色生态柑橘种植，不仅有效壮
大了地方特色产业规模，也为发展乡
村生态旅游创造了条件。2017 年，
仅清流镇就吸引游客 34.76 万人次，
带动旅游消费5735.9万元。

此外，荣昌区的万灵、清升、双
河、安富、古昌等镇街种植生态樱桃、
生态桑葚、生态枇杷、生态草莓等特
色农产品，通过水果采摘、自驾赏花、
登山品茶等形式多样的生态旅游活
动，大力发展近郊游、乡村游、节日
游，帮助农民增收致富。

重庆市荣昌区着力改善人居环境

外修“容貌” 内通“经络”

前不久，山西省娄烦县因为改

造后的农村厕所“没墙、没顶，只有

个蹲便器”，而备受舆论关注。当地

有关部门称，这主要是因为县级财

力不足造成的。其实，类似的农厕

改造问题在其他地方也有，其一就

是“旱”改“水”之后，没有暖气的农

厕在冬季很容易水管结冰，难以实

现顺利冲水，于是很多农户又把厕

所改回旱厕。

不论是“没墙、没顶”，还是厕所

改建后因为结冰问题而改回旱厕，

都暴露出有关地方工作作风不扎实

的问题。既然县级财力不足，那么

平均用力、只给每家建一个蹲便器

的做法显然不妥，就不妨先部分改

建、逐步推进，建上围墙和顶棚，通

上冲水并确保冬季不被冻。只要在

村民身边树起样板，让村民看到使

用“水厕”的好处，村民们自然会对

农厕改造工作更接受、更配合、更

主动。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农厕改造

绝不是“旱”改“水”一字之差那么简

单，而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建设围

墙和顶棚，安装蹲便器和冲水设施，

还涉及挖掘集便池、铺设废水管廊、

疏通邻里关系等很多细节，需要基

层干部做一番细致入微的沟通协调

乃至调解说服工作。不过，这些问

题只要工作到位，多站在为民服务

的立场上开动脑筋，总能找到解决

办法。真正需要提防和引起重视

的，是个别人在动农厕改造的“歪

脑筋”。

据报道，在山西娄烦县农厕改

造中，市县两级财政为一个厕所投

入资金 2000 元（厕所总造价 3000

元），即便农户没有匹配另外 1000

元厕改资金，但花了2000元的财政

资金，在村里仅仅建了一个普通陶

瓷品牌的蹲坑，成本上明显偏高。

这不禁让人质疑蹲便器等相关建设

用品的采购是否阳光，是否有工作

人员跟商家勾结，想方设法套取厕

所改造资金。对此，有关部门应该

展开相应的调查并将结果公示于

众。所以说，廉洁问题也是农厕改

造这项系统工程的重要方面，只有

确保农厕改造无腐败，才能经得起

历史和群众的检验。

农村厕所革命是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促进乡村生态宜居、增强农民

健康水平的重要一环。对此，各地

各部门必须提高认识，端正态度，改

进作风，尤其是要克服只重数量不

重质量的形式主义做法，杜绝各类

损公肥私的腐败行为，紧紧结合本

地民居特点、财政实力和群众意愿

等因素，因地制宜地落实好农村厕

所革命的各项任务，让广大群众切

实体验到农厕改造的舒适和文明。

黑龙江农

垦红兴隆管理

局辖区内生产

的绿色有机笨

鸡蛋在大型展

会 上 供 不 应

求。张 伟摄

位于禹州市火龙镇刘沟村的废水处理站。近年来，河南省禹州市大力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污水治理和村容村

貌整治工作，让广大群众得到优质健康的居住、生活环境。 李嘉南摄 （新华社发）

□ 本报记者 冉瑞成 通讯员 张飞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