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朋友通过微信发来一个名为
“城市公厕云平台”的小程序，点进去，就
可以看到附近哪里有公共厕所。在这个
小程序里，还可以随意输入一个地址，通
过它的指引找到该地址附近的厕所。如
果发现了新的公厕，通过点击“共享公厕”
按钮上传给平台，帮助更多的人快速找到
厕所。这就是城市公厕云平台带来的
便利。

“厕所革命”首先要解决找不着厕所的
问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出，设置清晰鲜
明的标识牌和指引，编制厕所地图，借助互
联网手段，建立公厕引导平台，让人们能在
最短的时间找到最近的公厕。

2017 年 11 月 19 日“世界厕所日”的
当天，“城市公厕云平台”上线试运行。实
际上，公厕云平台不仅能为百姓找厕所服
务，也能给城市管理者提供很多基础数
据。平台技术负责人介绍，城市公厕云平
台能解决三方面问题：通过公众号或者小
程序和 APP，方便群众找到厕所；通过云
平台，群众能够对厕所进行评价以及反
馈；通过云平台后台管理，为公厕管理部
门提供公厕基础数据，帮助他们提高精细
化管理水平。

该平台技术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平
台用户数超过10万人，完成了50多万次的
寻厕服务。平台共收到969条问题反馈，且
反映的问题基本都得到了解决。

城市公厕云平台是“厕所革命”的重
点内容之一。今年 1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发出《关于做好推进“厕所革命”提升城
镇公共厕所服务水平有关工作的通知》，
对推进“厕所革命”进行了具体部署。《通
知》要求，要确保新城新区公共厕所建设
不欠账。要在新城新区规划中明确公共
厕所建设数量和布局要求，严禁擅自占用
公共厕所用地或者改变其用途。从源头
上把好公共厕所建设关口，克服公共厕所
选址、定点等难题，实现公共厕所合理布
局。要加快改造老城老区老旧公共厕所，
特别是旱厕和设施陈旧老化的公共厕
所。严禁随意拆除现有公共厕所；因道路
拓宽等确需拆除的，要遵循“拆一补一、就
近建设、优化服务”的原则，不得减少现有
公共厕所数量和建筑面积。同时，鼓励城
市街道周边机关、企事业单位、服务业窗
口等单位对外开放厕所，服务社会。此
外，公共厕所的建造还应注重满足特殊人
群如厕需求，要注重实用，力戒豪华。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建司有关负责
人说，对管理者而言，提高厕所精细化管
理水平十分重要。各级环境卫生主管部
门应健全公共厕所日常保洁责任制，防止
重建轻管。特别要加强对风景区、旅游景
点、公园、广场等人口密集公共场所厕所
的运行监管，力争达到“四净三无两通一
明”，即地面净、墙壁净、厕位净、周边净，
无 溢 流 、无 蚊 蝇 、无 臭 味 ，水 通 、电 通 ，
灯明。

相信随着“厕所革命”的推进，未来，我
们将拥有更加干净、舒适的如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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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齐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补齐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
——““厕所革命厕所革命””在各地在各地

小厕所,大民生。厕所问题不仅关系到旅游环境的改善，更关系到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环

境的改善，关系到国民素质提升、社会文明进步。自2015年，在全国范围内启动3年旅游厕

所建设和管理行动以来，“厕所革命”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如今，不仅各地景区，全国各城市、

农村都在深入推进“厕所革命”。

各地各部门在“厕所革命”中，注重在完善厕所管理方式、创新厕所服务等方面进行探

索，不少做法已经产生良好社会效应。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推出的“城市公厕云平台”让找

厕所更便捷；北京按照“一厕一设计”高标准提升背街小巷公厕品质；福州鼓楼区全面推行

“公厕长”制，实现公厕管理“事情有人管，责任有人担”；山东荣成农村改厕与污水管网配套

建设相结合，从源头上解决农厕污水排放问题，等等。请看经济日报记者发回的报道。

北京：

提升背街小巷公厕品质
本报记者 杨学聪

阅 读 提 示

受地理环境条件的限制，北京市的胡同
平房区存在找厕所难、公厕设施老旧、卫生状
况差等问题。随着北京持续推进“厕所革
命”，公厕数量增加了，公厕品质也明显提
升。醒目的标识、整洁的卫生、冬暖夏凉的空
间，让公厕成为展示基层社会治理品质的
窗口。

今年初完成改造的龙爪槐胡同公厕，是
北京市西城区胡同公厕改革的试点之一。
这座胡同里的三级公厕屋顶装饰着灰蓝色
的琉璃瓦，朴素的砖墙和中式的玻璃窗与周
围环境融为一体。记者看到，改造后的龙爪
槐公厕内设施很齐全：房顶嵌入了“冬暖夏
凉”的中央空调，不锈钢隔断间整齐划一，冲
洗设备在保证“常年无味”的基础上实现了
节水功能，设置合理的栏杆扶手方便老年人
如厕。保洁员徐广珍说，以前一个保洁员负
责几个公厕的保洁，人员是流动的；现在公
厕设专人值守，卫生要求更高了。

位于背街小巷的三类公厕改造，一直被
视为“雪中送炭”的民生工程。“根据‘厕所革
命’要求，西城区计划分批次对辖区内所有
三类胡同厕所进行整体提升改造，安装新型
水封堵便器，加装冷暖设备，提高公厕内部
设施建设标准。”西城区环卫中心基建科科
长康勇说。

据统计，西城区有三类公厕 724 座。
今年 8 月起，大规模改造的大幕即将拉
开。“今年计划改造完成 500 座，剩下的明
年全部改造完成。”康勇表示，在大面积改
造三类公厕的同时，二类公厕加装电采暖

设备和除臭系统工程也将在 2018 年年内
全部完成。

北京市西城区的胡同公厕升级，只是北
京持续推进“厕所改革”的一个缩影。为扎
实推进“厕所革命”，北京把公厕规划布局目
标写入了北京市总体规划（2016—2035
年），并建立了“厕所革命”联席会议制度，定
期协调解决重大问题，指导各区抓好工作
落实。

据统计，北京有公共厕所共计 1.9 万
座，在世界特大城市中保有量位居第一。现
阶段，北京正按“一厕一设计，一厕一预算，
一厕一评审”的要求，聘请专业设计单位，完
成公厕平面布局、外观、内饰设计。采取安
装除臭设施、人脸识别取厕纸、设置第三卫
生间等措施全面提升公厕品质。

在东城区、西城区的背街小巷，着重试
点保温、除臭技术，加装粪尿倾倒口、清洁
池，缓解居民如厕排队等问题；朝阳区试点
真空排导技术，解决无管网农村地区三类
以下公厕改造问题；海淀区在高科技园区
试点智能除臭、消毒、温控公厕技术；门头
沟区因地制宜在深山区试点提升改造三类
以下公厕……

北京城市管理委环卫处处长周学胜告
诉记者，过去2年北京已完成近2000 座公
厕的品质提升，今年北京将继续完成580座
公厕品质提升任务，重点做好背街小巷公厕
品质提升，农村地区三类以下公厕提升改
造，指导核心区、朝阳区、海淀区、门头沟区
做好“厕所革命”试点。

北京的1.9万座公共厕所正按“一厕一设计，一厕一预算，

一厕一评审”的要求，进行专业设计，并采取安装除臭设施、采

取人脸识别取厕纸、设置第三卫生间等措施提升公厕品质

盛夏的福州，公园成为市民纳凉避
暑的好去处，这也对公厕的清洁提出更
高的要求。近日，记者在福州西湖晨曦
广场边上的湖滨路公厕发现，这里被打
扫得干干净净，随处可见的绿植给公厕
带来浓浓绿意。

“这座公厕真干净，多亏这对夫妻的
尽心尽责。只要我们一走他们就开始打
扫，还经常帮我们调热水、拿纸巾。”市民
李阿姨在公厕一边用洗手液洗手，一边对
公厕赞不绝口。她口中的夫妻是这座公
厕的两名保洁员卢水仙和吴良其，两年多
来，他们的工作零差评，受到周边市民的
纷纷点赞。

湖滨路公厕管理员杨诗音告诉记者，这
里是鼓楼区人流量最大的公厕，日均数千人
次，在2017年福州“最美公厕”评选活动中
网络投票数最高。

这么多人频繁使用，如何始终保持公厕
干净卫生？鼓楼区环境卫生管理处主任张
瑞琴帮记者解开了疑惑：这得益于鼓楼的创
新之举——2017年4月，鼓楼区响应“厕所
革命”号召，在福建省率先推行“公厕长”制，
创新“一厕一长两员”监管机制，每个公厕配
备一名领导干部担任“公厕长”，还配备两名
保洁员。同时，鼓楼区还把公厕管理纳入

“一把手”工程，区委书记、区长担任“总公厕
长”，其他区领导和街镇班子成员每人包干
1 座公厕，辖区内所有公厕都挂上了责任
牌，做到“牌子有名字，事情有人管，责任有
人担”。

“公厕进行社会化管理，监管可能不是
很到位，通过‘公厕长’制，鼓楼区的领导干
部包干进行管理，按照作业标准进行监督指
导，发现没有做到位的，及时要求保洁公司、
保洁人员或者管理员等予以整改。”李舜是
福州市鼓楼区温泉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他还
有另一个身份——鼓楼区湖东路口公厕的

“公厕长”。
湖东路口公厕背靠晋安河公园，自从

公园步道建成后，每天早晚来这里运动的
市民逐渐增多。“身子再放低点，识别器出
现绿色的框格就可以了。”自从“公厕长”制
实施以来，作为保洁员的林建平多了一项
教市民使用人脸识别厕纸机的“乐趣”，“政
府现在越来越重视民生工程，公厕建好了，
服务也要到位。有些老人不知道人脸识别
厕纸机如何用，我就站在边上教他们如何
使用”。

作为鼓楼区“总公厕长”，福州市委常
委、鼓楼区委书记薛侃告诉记者，鼓楼是
福建省会核心城区，公厕是满足游客、市
民需求的必备公共设施。“公厕长”制实施
以来，鼓楼区对标星级酒店，实现日常精
细化管养，对公厕进行提升改造，保洁经
费由每座每年 7 万元提高到 12 万元，每座
公 厕 都 免 费 配 备 洗 手 液 、纸 巾 等 物 品
设施。

薛侃介绍，下一步，当地还将市场化使
用公厕外的 LED 屏，用于补贴保洁员的工
资和公厕的管养，让公厕为美丽新鼓楼建设
添砖加瓦。

福州鼓楼区：

“公厕长”制让厕所更洁净
本报记者 薛志伟

福州市鼓楼区在福建省率先推行“公厕长”制，每个公厕配

备一名领导干部担任“公厕长”，还配备两名保洁员，所有公厕

都挂上了责任牌，做到“牌子有名字，事情有人管，责任有人担”

城市公厕云平台上线8个月广受好评——

用最短时间找到最近公厕
本报记者 亢 舒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立公厕引导平台，让人们能在最短的时

间找到最近的公厕。同时，用户能通过云平台对厕所进行评价以

及反馈；管理部门通过云平台可以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

去年8月份，山东省荣成市所有农村全
部实现改厕，11 万户农村居民告别了又臭
又脏的旱厕，用上了干净、卫生的新式厕所。

在农村，改厕很重要的目标是要解决厕
所的环境问题以及污水处理问题，荣成市创
新性地将改厕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结合起
来，打通污水整治“最后一公里”，因地制宜
探索出农村厕所污水处理新模式。

“农民在户内铺设管道，将家中厨房污
水、厕所粪便、生活污水，通过户内管道连接
到户外的支管网,再接入主管网，最终进入
户型粪污处理器。”荣成市夼子河村的村民
李红指着村口一处专门为当地改厕需求设
计的污水处理器告诉记者。污水经过自流
进入设施后，经过杂物去除、沉淀，先进入厌
氧区，再进入好氧区,然后进入沉淀消毒区，
最终无害排放，实现农村污水就近处理。

荣成市城建局供排水管理处主任李强
告诉记者，荣成市坚持“一体规划、因地制
宜”的原则，对污水能够引入已有设施的，强
化配套管网扩面延伸；对排水较为集中且有
楼房的集中居住区，建设集中式污水处理设
施；对排水较为分散、集中收集困难的村居，
建设农村户型污水处理器和三格化粪池，并
合理利用附近的河道、水塘，改造人工湿地
进行处理。荣成市城建局供排水管理处副
主任江涛介绍，污水处理器有多种型号，可
根据地形和户数安装不同型号的设备，非常
灵活。

小厕所关系大民生，改厕也需要因户制
宜，把实事真正办在群众的心坎上。据崂山

街道东庄村村委会主任宁玉良介绍，分散的
小村庄，就采用砖砌三格化粪池改造方式，
而有的村由于地势低洼、渗水较多，则采取
直接安装聚乙烯三格化粪池的施工方式进
行改厕。

荣成改厕还提出“不用老百姓掏一分
钱、出一个工”的目标。据介绍，省里给每户
补助300元，其余改厕费用由荣成市政府出
资。污水处理器的管护是个大问题，荣成市
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水务集团负责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管理运行，明确了工艺
参数、施工标准和质量规范，狠抓过程监管、
综合验收和运行检测。运行费用上，户型处
理器市政府补贴70%，镇街补贴30%；三格
化粪池每年免费抽取2至3次，由市财政安
排管护经费。

记者在荣成市烟墩角村看到，改厕后该
村环境卫生改善明显：村容村貌变得更加干
净整洁，村里生活污水进入了户型污水处理
设施，处理后的污水可直接用于灌溉和村内
保洁，村民的生活有了质的提升。

推进农村改厕和污水处理，既改善了农
村卫生条件，还带动了农村旅游业快速发
展。7月，荣成市宁津街道东楮岛村的渔家
乐早已进入“抢订”模式。“荣成有海草房，有
美味的海鲜，现在厕所和污水进行了免费改
造，村里都搞起了民宿旅游，游客越来越
多。”说起“厕所革命”带来的变化，“楮岛人
家”海草房负责人王进龙笑得合不拢嘴。据
悉，目前荣成全市20多个特色民宿村都呈
现出欣欣向荣的良好态势。

山东荣成：

美了环境旺了旅游乐了百姓
本报记者 管 斌

山东荣成采取农村改厕与污水管网配套建设相结合的策

略，从源头上解决农厕污水排放问题。同时，提出“不用老百姓

掏一分钱、出一个工”的目标，把实事真正办在群众的心坎上

保洁员徐广珍在为改造提升后的北京市西城
区龙爪槐公厕做日常清洁。

本报记者 杨学聪摄

山东荣成市俚岛镇烟墩角村的新式厕所
污水处理器。 岳庆志摄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湖东路口公厕外景。 本报记者 薛志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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