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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河 北 省 计 划 新 增 完 成
4000个村庄生活污水治理工程。根
据此前确定的时间表，9 月份起，河
北各地已倒排工期，力争 11 月底前
完成年度目标。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当前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的突出短板，要坚持走
符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路
子。”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高建民
表示，河北省将梯次推进、分类施策，
动员各方面力量，通过补齐生活污水
治理这一短板推动农村人居环境、农
村居民生活品质全面改善。

规划先行解困局

一汪清水，芳草如洗……这是河
北邯郸市峰峰矿区大潘村游园生态
式污水处理站的日常。谁能想到，几
年前这里还是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
刮的光景。

“峰峰矿区每年农村污水排放量
高达407万吨。如果污水肆意排放，
任其自然蒸发或渗入地表，不仅影响
村容村貌，还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
坏。”邯郸市生态环境局峰峰矿区分
局局长张清强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势在必行。

但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面临工
作基础薄弱、村庄布局分散、维护管
理乏力等实际困难。在河北省生态
环境厅土壤生态环境处处长张文平
看来：“必须结合城镇和村庄发展规
划、农村人口分布趋势，合理确定设
施建设布局和规模，科学规划，分步
推进。”

为此，峰峰矿区探索出了一条
“先行规划、分类施策、城乡同治”的
路子。

记者了解到，峰峰矿区邀请专家
团队通过实地考察、调研、论证，提出
了水源地试点先行、傍水村紧随其
后、其他村整体推进的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三步走”战略，构建出覆盖全
面、标准科学、运行规范、监管有效的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体系。

在峰峰矿区大潘村村民张秀琴
家中，记者看到，厨房、洗衣房排放的

废水通过埋在地下的管道哗哗流向
街区主管道。“以前污水都直接排到
路上，出门儿都得踮脚走。现在好
了。”张秀琴说。

在河北邱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被纳入人居环境改善“一盘棋”。

“农村生活污水排放分散、方式
随意、成分不同，是农村人居环境治
理的难点和突出短板。”邯郸市生态
环境局邱县分局局长王兰彬介绍，邱
县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专门成立
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领导小组，
明确目标任务、管控模式，统筹推进
各项工作，采取纳入污水处理厂、建
设集中处理站、“厕污一体化”治理模
式，使全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
95.9%，不仅实现了清洁化管控、无
害化处理，而且实现了资源化利用。

打出资金统筹“组合拳”

规划到位后，资金保障是治理工
作推进的关键。钱从哪儿来？河北
省多地探索“上下结合、横向统筹”的
办法，打出资金统筹“组合拳”。

峰峰矿区农村生活污水全域治
理耗资约3亿元，该区通过三条路径

筹措资金：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
2017年以来，邯郸市生态环境局峰峰
矿区分局共成功申请各类中央专项
资金项目4项、资金1亿多元。同时，
地方政府财政配套投入资金 1 亿多
元，镇村筹工、筹劳、筹建近1亿元。

维持污水处理设施的长效运行，
还需长期稳定的资金投入。“低成本
运作是保证设施长期运行的关键。”
王兰彬说，邱县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由环保公司负责粪污抽取、运输、处
理、运营和管护。每次清淘，服务农
户自付 20 元，财政补贴 18 元，用于
运输补贴和后期运营补助。

兴隆县则坚持“资金整合、优先
使用”的原则，确保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高效长效推进。承德市生态环境
局兴隆县分局相关负责人说，通过财
政投资、政府融资、争取项目资金等
多种方式，该县筹措资金约 5 亿元，
为工程建设及运营维护提供了资金
保障。

杜绝“晒太阳工程”

农村污水处理终端建好，还要管
好用好，杜绝“晒太阳工程”。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土壤生态环
境处副处长杨国翠表示，今年在完成
4000 个村庄生活污水治理的同时，
还将推动建立农村生活污水管控机
制，有序推进其他村庄生活污水乱泼
滥倒、肆意横流的问题，带动农民群
众一起打造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

河北鸡泽县通过组建村民监督
小组，让村民全程参与，对涉及切身
利益的污水治理工作“说得上话”。
在运行管护环节，明确各村作为责任
主体参与后续管理，动员村民积极出
力，对房前屋后排水沟槽自行疏通，
确保排水通畅。

同时，鸡泽县还制定村规民约，
约束群众的不良行为，动员群众相
互监督，建立“红黑榜”制度每月评
比前后 10 名，在显要位置张榜公
布 ，增 强 群 众 参 与 的 积 极 性 、主
动性。

邱县则建立了“管、收、用并重，
责、权、利一致”的长效运行机制，各
乡镇均成立了乡镇污水治理管控领
导小组，发挥乡镇环保所的作用，每
个村配备3名至5名监督员，常态巡
查管控。同时成立督查组，不定期
对农村改厕后续服务市场化运行、
达标处理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检
查结果与补助资金挂钩，实现有效
监管。

兴隆县在承德市率先启动市场
化运行模式，探索以县为监管主体、
乡镇为责任主体、村为管理主体、农
户为受益主体、第三方运维机构为服
务主体的运行机制。同时，通过“引
入专业团队+培训本地村民”方式，
制定村级污水设施维护管理制度，将
村民纳入责任主体，实行“包干到
户”，定时定点巡检，保障站点长效达
标运行。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带来的不仅
是人居环境的变化，更有来自农民自
身的变化。”杨国翠在基层走访中发
现，随着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的推
进，农民环境意识与环保行为正在悄
然发生变化，许多农民的环保意识正
在觉醒，生态文明建设逐渐成为人们
的自觉行为。

河北省生态环境部门分类施策

补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短板
本报记者 陈发明 通讯员 周迎久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

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

突出短板，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面临工作基础薄弱、

村庄布局分散、维护管理

乏力等实际困难。河北省

梯次推进、分类施策，动员

各方面力量，通过补齐生

活污水治理短板推动农村

人居环境、农村居民生活

品质全面改善。

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是
青海沙漠化土地分布较广、沙化危
害比较严重的地区之一，也是全国
防沙治沙的重点示范县之一。经过
20多年的治理，这个曾经被风沙肆
虐的地方，经过一代代人的艰苦奋
斗和不懈努力，重新又披上了绿装，
焕发出勃勃生机。

近日，记者驱车沿着贵南方向
西久公路一路向前，山下一片绿油
油的植被犹如地毯延展开来。不远
处沙漠草方格内种植的柠条、杨柳
等抗旱植物，将沙丘紧紧锁住。昔
日的沙漠变成了一个绿树成荫、鸟
语花香的沙漠绿色长城。

在贵南县浪歉沟第十八标段，
100多名当地牧民正在设置草方格
沙障。标段负责人魏占全告诉记
者，从今年7月开工建设，目前已完
成300公顷治理任务，通过治理明
显感觉到沙丘紧了、流沙固定住了，
同时带动了当地牧民增收。下一步
还要继续延伸，完成700 亩草方格
治理，点播沙蒿、柠条等。

上世纪中期以前，贵南县木格
滩周边沙漠每年以 5 米到 15 米的
速度向东南蔓延，每年有近200公
顷草地耕地被沙漠吞噬，给境内穿
越的国道、省道和龙羊峡水电站及
周边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带来了极
大威胁。

森多镇完秀村牧民周本加见证
了荒漠变绿洲的全过程。他告诉记
者，1996 年以前，黄沙头的风沙特
别大，每年三、四月份，风沙吹到路
南西久公路，不仅把路掩埋，优质草
场也被风沙淹没了，“风沙大得帐篷
都扎不住，完秀村和卡加村的20多
户牧民只好搬走”。

周本加说，从 1996 年开始，贵
南县对黄沙头进行治理，尤其近几
年，国家加大投入力度，年年在沙漠
里种树。“现在环境比以前好多了，
牧民的草场恢复得很快，草的长势
也很好”。

据了解，近 23 年来，贵南县累
计投资超过14亿元，共治理沙漠化

土地 14 万公顷，其中，人工治沙造
林9.3万公顷，封沙育林草3.3万公
顷，工程固沙1.3万公顷，完成退耕
还林草1.9万公顷。全县森林覆盖
率 由 1996 年 前 的 2.6% 提 高 到
14.94%。成片的沙柳、沙地杨树为
黄沙头披上了绿装，绝迹多年的野
生动物也重返家园。从空中俯瞰，
一片片绿色植被在荒漠中延伸，生
机无限。

海南藏族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
局长何香龙说，截至目前，全州共实
施草原有害生物防控、黑土滩治理、
人工造林、沙化土地治理等 16 类
164个项目。特别是今年实施的沙
化土地治理项目，是三江源二期工
程实施以来，海南州单个项目投资
最大的一次，全州共完成沙化土地
治理面积约 1.3 万公顷，完成投资
近 2 亿元。通过这些项目的实施，
海南州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初步得
到遏制，生态状况明显好转，并有力
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使
生态理念深入人心，扶贫效益初步
显现，基本上实现了生态得到保护，
生产得到发展，农牧民群众生活水
平得到提高。

在造林工作中，贵南县不断探索
防沙治沙新途径，开创防沙治沙新领
域，创新防沙治沙新模式，生态治理
逐步向专业化、规范化、科学化迈
进。对外围荒漠区实行封禁保护、封
沙育林，沿边流沙区实施工程治沙，
连片营造防风阻沙林带，并采取“乔、
灌、草结合，封、造、管并举”的综合治
理措施，按照现代林业建设的基本要
求，着力强化防沙治沙高新适用技术
的研究、引进和推广工作。

目前，贵南县原本脆弱的生态
环境逐步得到休养和恢复，土地沙
化、草场退化状况得到有效遏制，一
些抗旱抗寒原生态的冰草、高山蒿
草、针茅等野生植物再次生根发芽，
遍布沙地，较好地遏制了黄河流域
贵南段的水土流失，局部生态环境
明显好转，实现了由“沙逼人退”到

“绿进沙退”的转变。

青海贵南县

草方格筑起沙漠绿色长城
本报记者 石 晶 通讯员 叶文娟

济南长清区

构建山水魅力新城
本报记者 管 斌 通讯员 李 娜

来到山东济南市长清区，走进文
昌山扁鹊文化主题公园，在阵阵花香
里，记者感受着北国里的江南好
风光。

“公园所在地原来是成片的违建
和养殖场、汽修厂，仅仅一年多时间，
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模样。”长清区汇
富小区居民吴先生说。

长清区生态优美、植被众多，生
态产品俯拾皆是。可以说，绿色生态
是长清发展的最大优势。

认清自身优势，长清区设定了建
设现代化山水魅力新城的发展目标，
构建“城在绿中、绿在城中、推窗见
绿”的园林城区风光格局。

长清区从“点、线、面”三个方面
建设城市绿色生态网络。加快公园、
街头和社区游园绿地建设，重点实施
了琵琶山绿化提升、北大山郊野公
园、北大沙河综合治理工程，建成省
市级森林公园 8 处、湿地公园 2 处、
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1处；打造绿茵
连续、隔音降噪的林荫大道，形成城
市慢行生态廊道；投入4300多万元，
实施城市主要出入口景观提升工程，
打造“常年见绿、色彩丰富、城景交
融”的城市绿色长廊。同时，按照“景
观化、景区化，自然城市互融”的理
念，构建起“一城、二区、三线、四带、
多组团”的城乡一体化绿化格局。

将生态理念落实到产业结构调
整中，长清区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瞄准“专、精、特、
新”方向，引导制造业向节能环保、新
能源装备领域进军，全力打造以水污
染治理、烟气污染治理和节能减排为
重点的节能环保产业集群；促进建筑
产业智能化、清洁化改造升级，大力
发展装配式建筑，形成资源节约型、
生态环保型的制造业发展新格局。

让绿色理念改变群众生活，让绿
色设施提升城市品质，这是现代社会
生态美的发展目标。长清区充分挖
掘各街镇的自然山水、历史人文等独
特要素，注重“生态美、城乡美、产业

美、人文美、生活美”统筹规划，系统
打造生态美、环境优的各类景观。

以优美环境加快产业升级。长清
区突出山清水秀、名胜古迹文化资源
丰富、现代农业园区集聚的特色，积极
培育休闲养生旅游、田园养生养老等
新型养老养生模式，推动健康、养老、
旅游、健身休闲、食品等产业融合发
展。2017年以来共签约项目198个，
实 施 重 点 项 目 255 个 ，总 签 约 额
2868.5亿元，累计完成投资392亿元。

同时，长清区持续推进城乡人居
环境整治，精心打造齐鲁 8 号风情
路、谷道十八里等乡村旅游线路，让
美丽乡村串点成线，形成“一镇一韵
味、一线一特色”示范格局；创新推出

“生态田园+生态家园+绿色种养”新
观光模式，推动农业向休闲观光和农
事体验拓展。现在，每年从年初到岁
尾，长清区各具特色的四季美景不
断。万德街道马套村、店台村和张夏
街道杜庄村、孝里镇北凤凰村等 10
多个村被评为“山东最美绿色乡村”

“山东省生态文化村”“山东省森林村
居”。

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界城镇九侯湿地公园。 王健方摄（中经视觉）

邯郸市邱县梁二庄镇厕污集中处理中心，工作人员将厕污统一转运至处
理中心，进行二次集中处理。 刘 龙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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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州的稻草沙障设置可有效防沙治沙。 （资料图片）

近年来，江西省石城县把生态建设放在首位，出台了一系列举措，确保
赣江源头一泓清水。图为在石城县赣江源国家湿地公园，党员志愿者组成
河道清洁服务队，在捡拾河道两岸的生活垃圾及废弃物。

魏小霞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