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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失谈· 6 月 4 日，本报法人微博发布话
题“农村环境整治易反弹问题咋解”，
引发网友关注———

聚光镜··“察民情办实事”系列报道⑦

·微话题·

@ 庐州微晓生：农村环境整治关键
是要给污水、垃圾找好“出路”。现在很多
农村有污水处理站、垃圾桶等环卫设施，
但重建设轻运营，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 刚柔 B： 农村环境治理回潮，体
现在“三无”：无专职人员负责、无监督检
查制度、无奖惩制度。 要保持长效，应有
“三便”：便于投放、便于分类、便于清运。

@ 四川唐加加：群众参与农村环境
整治往往积极性不够。可以借鉴贵州、四
川、上海等地推行的积分兑换制度，通过

垃圾兑换积分、积分兑换物品等方式，引
导村民积极参与并长期坚持。

（本报记者 范孝东 整理）

■ 本报记者 范孝东

记者：近年来，各地大力推进农村环
境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得到大幅改善。不
过整治后经常反弹回潮， 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问题？

王萌萌：首先，农村环境卫生基础薄
弱，历史欠账较多，各类问题点多面广，
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面彻底整改。其次，长
效管护机制没有建立，效果难以巩固。这
几年，各级政府都很重视农村环境，投入
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专项整治， 农村各
类环境突出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专项行
动一时见效明显， 但由于后续管护不到
位，脏乱差问题很快就会反弹。 其三，农
村群众的生活习惯没有改变， 对于维护
良好人居环境缺乏主人翁意识， 很多地
方在整治过程中存在“政府干、群众看”
现象，缺乏群众参与，甚至会出现边整治
边破坏，整治自然难以长效。

李传红：一是环境污染源多，治理难
度大。这其中既有农村客观条件的原因，
也与群众主观认识不到位有关系。 一方
面，农村基础条件差，环卫设施欠缺，污
水、垃圾处理缺乏“出路”，目前很多农村
仍存在“五清一改”不彻底、有死角的问
题；另一方面，一些群众环保意识淡薄，
生活习惯较差，垃圾乱扔、乱堆乱放时有
发生，脏乱差现象难以根治。二是当前整
治多是集中行动，难以持续。就拿资金投
入来说，大部分乡镇财力比较薄弱，上级
给的整治经费不足一半， 村庄清洁行动
“百日攻坚”存在投入欠账，管护财力投
入后劲不足。 镇村保洁队伍考核监督等
长效管理和运行机制尚不完善，机构、人
员、经费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成果难以巩固。

记者： 农村环境整治离不开农村群
众的积极参与。 如何提升其积极性与主
动性？

王萌萌：打造优美宜居的农村环境，
目的是让群众享受到高品质的幸福生
活。在整治提升及常态维护中，群众参与
是关键。要做好宣传教育，让大家认识到
良好环卫状况的重要性， 引导他们养成
爱干净、爱卫生的生活习惯。要结合村居
实情和群众需求， 有针对性地采取整改
措施，不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让群众
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 要强化群众的主
人翁意识， 可以通过政策宣讲、“小手拉
大手”、“最美庭院评比” 等文明评选活
动，或开发一些环卫公益性项目，激发群
众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让大家为扮靓
共同家园出力使劲， 营造共建共治共享
的农村环境治理格局。

李传红 ：要通过广播 、电视 、网络 、
微信、手机短信、宣传标语等多种载体，
切实加大对村庄清洁行动的宣传力度。
要组织动员村居干部 、党员 、志愿者及
其亲属 ，带头清洁村庄 ，带动村民群众
自觉行动，培养形成维护村庄环境卫生
的意识 ，主动投身村庄清洁行动 ，保持
村庄内部和自家庭院清洁。 充分发挥共
青团 、妇联等群团组织优势 ，组织群众
开展各具特色的主题清洁活动。 鼓励社
会组织 、学生 、乡贤等积极参与清洁家
园，鼓励村民将清理出的场地建成小果
园、小菜园、小花园、小游园、小苗圃等，
既美化环境又促进增收，推动美丽经济
发展，让人人成为村庄清洁行动的倡导
者、参与者、受益者。

·面对面·

怎样破解农村环境整治易反弹的难题？

如何更好发挥群众主体作用？ 记者对话全国

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

人人都出力 乡村更美丽

对话人：全国人大代表 王萌萌

省人大代表 李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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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久为功才能成功

■ 朱茜

房前屋后的垃圾不见了，河塘沟
渠的水体变清了，越来越多人用上抽
水马桶……近年来，我省以美丽乡村
建设为统领，大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持续打造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
家园，赢得了农民群众的赞扬。

当前，整治工作仍有不少薄弱环
节，整治效果也有待进一步巩固。 比

如， 一些地方存在重建设轻运营、重
配备轻管理等现象，导致相应设施和
人员没有发挥应有作用，治理工作质
量不高。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一项系统

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只有久
久为功，才能取得实效。 各地在完善
硬件设施、人员配备的基础上 ，还需
建立长效治理机制，推动整治工作走
深走实。

拉紧责任链条。 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涉及多个部门，如果没有明确的责
任体系，就难以集中力量推进相关工
作。 对此，要建立各司其职的工作机
制，既要落实一级抓一级 、层层抓落
实的责任体系，又要统筹协调各方资
源，形成强大工作合力。

完善运行机制 。 在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中， 各级政府投入了大量财
政资金，兴建了各类设施，组建了人

员队伍，如果不能管好用好 ，就会造
成巨大浪费。 因此，要完善网格化保
洁体系和监督考核体系 ， 强化第三
方监管，逐步形成标准统一 、程序顺
畅 、责权清晰 、保障有力的运行管护
机制。

创新治理模式 。 群众既是农村
环境整治的直接受益者 ， 也是农村
环境整治的主力军 ， 发动群众参与
整治至关重要。 要做好宣传教育、示
范引领 ， 让群众认识到人居环境整
治与其生产生活的密切关系 ， 激发
内生动力，变“要我整治 ”为 “我要整
治 ”，形成人人参与 、人人共享的治
理格局 ， 为打造优美宜居农村环境
奠定坚实基础。

● “环卫人员工资较低，相
关保障措施不足， 青壮年劳
动力不愿意干。 ”

———长丰县吴山镇城管

分局副局长郑相军

● “群众普遍参与维护才
能构建长效机制。 ”

———来安县城市管理局

局长陈学祥

农村人居环境好不好，直接关系群众幸福指数高不高。 近年

来，我省在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取得了哪些

成效，应如何巩固———

环境整治

如何让乡村更宜居

■ 本报见习记者 李明杰

● “ 现 在 的 厕 所 好 用 又
干净 。 ”

———长丰县吴山镇新圩

村村民孟现法

● “村干部上门入户做宣
传 ，带头改厕做示范 ，很多
村民看到效果后 ， 都愿意
改厕 。 ”

———吴山镇官府社区党

总支书记郑来贤

改厕改水 乡村换新颜

“现在的厕所好用又干净。 ”6月 2
日上午，谈起改造后的厕所，合肥市长
丰县吴山镇新圩村村民孟现法赞不绝
口。以前，村里各家都用旱厕，他家的旱
厕就在院子后面。一到夏天，臭气熏天，
蚊虫乱飞。 去年，村里安排施工队为孟
现法改造厕所，在后屋内隔出一间卫生
间，安装了抽水马桶，墙外砌了三格式
化粪池，污水管道直通污水处理站。

小厕所，大民生。 近年来，吴山镇
推进农村垃圾、 污水、 厕所专项整治

“三大革命”，大力开展农村垃圾治理，
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稳步实施农
村改厕，加快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村
干部上门入户做宣传， 带头改厕做示
范， 很多村民看到效果后， 都愿意改
厕。”该镇官府社区党总支书记郑来贤
介绍。

目前，吴山镇涉及改厕项目的 16
个村（社区）已改厕 3910 户。为保持改
厕成果，该镇还实行“一站两体系”管
护架构， 设立镇级厕所管护服务站及

村级改厕接待室，与辖区五金店、专业
合作社签约，建立厕所维管体系，厕所
清掏采取村民自付为主、 镇财政补助
为辅的付费方式。

改厕之余还得改水。 除自来水管
网工程外，吴山镇建立了镇、中心村两
级污水处理工程， 各户通过铺设管道
与处理工程连接。 “既能保证用水、排
水，也做好了污水治理。 ”该镇城管分
局副局长郑相军说。

“结合之前的牛棚、猪圈、旱厕等
拆建，镇里还在示范点利用石头、旧砖
瓦，变废为宝修建排水沟，也打造了一
些人工风景。 ”郑来贤说。 如今吴山镇
大街小巷道路洁净、绿植遍地。

长效治理 短板需补齐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事关群众切身
利益。 2018 年至 2020 年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三年行动期间， 我省累计完成
自然村改厕 250.1 万户， 农村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70%；建设美丽乡
村中心村 8290 个，农村人居环境得到
显著改善。

但记者采访发现， 各地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不均衡，不少地方在技术、人
员、资金及群众动员等方面，尚未建立
长效机制。

“改厕是个技术问题。许多施工队
没有技术指导， 建设的厕所质量不尽

人意。 ”吴山镇相关负责同志表示，改
厕样式、材质标准不统一，存在重复建
设等问题。 该负责人建议，改造前应
科学合理规划，根据各村居实际情况
和群众需求特点改造， 确保后续管养
质量。

“乡村环卫人员不足是个难题。 ”
郑相军坦言， 当前环卫工普遍年龄偏
大，未来随着美丽乡村建设加快，不少
人可能难以适应比较大的工作强度。
“环卫人员工资较低，相关保障措施不
足，青壮年劳动力不愿意干。 ”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离不开资金持

续投入。近年来，我省通过中央专项资
金拨付、 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等方式用
于美丽乡村建设， 为农村环境整治提
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不过，很多农村
地区基础条件差，资金缺口仍然存在。
“目前，乡村绿化、垃圾处理等多由政
府出资、第三方管护。 合同到期后，后
续资金压力不小。 ”邓汉文说。

“群众普遍参与维护才能构建长
效机制。”来安县城市管理局局长陈学
祥说。目前，该县已建立“政府主导+社
会协同+村民参与+市场运作”全域化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长效管理机制。 下
一步，将选取一些地方试点推进绿化、
保洁等适当收费政策， 对村民按照 1
元至 5 元/人标准收费，用于补充环境
整治相关开支。

● “农村垃圾一般分为可回
收、 不可回收和有机垃圾三
类，分类后收集处理。 ”

———来安县施官镇人大

主席邓汉文

● “垃圾分类无害化处理，
既保护了环境， 也有效地再
利用了资源。 ”

———来安县三城镇有机

肥资源利用站负责人

分类处理 垃圾有“出路”

垃圾随手扔、户外随便倒，在滁州
市来安县施官镇贾龙民族村曾是常
事。 近几年，随着征迁改造，村民居住
日益集中，生活垃圾问题更加突出。为
此，当地以垃圾分类为抓手，着重解决
垃圾治理难题。

“农村垃圾一般分为可回收、不可
回收和有机垃圾三类， 分类后收集处
理。 ”施官镇人大主席邓汉文说。 施官
镇为农户统一配置两色户用分类垃圾
桶，保洁员定时上门收集。针对群众不
会分垃圾的问题， 相关人员经常通过

发传单、进学校、上门入户指导等多种
形式宣传。如今，村民垃圾分类意识明
显提高，经过农户自主分类、保洁员上
门收集分类、 资源利用站保洁员再分
类， 垃圾分类效果越来越好。 今年 1
月，贾龙民族村获评 2020 年度省级美
丽乡村示范村。

记者在来安县三城镇有机肥资源
利用站看到， 保洁公司调配专职工作
人员对餐厨垃圾油污分离， 再通过有
机垃圾资源利用站设备有机处理，制
成有机肥料， 无偿供村民或有偿供相

关部门使用。 “垃圾分类无害化处理，
既保护了环境， 也有效地再利用了资
源。 ”该站点负责人说。

可回收垃圾，农户收集后可兑换
生活用品 ；有机类垃圾 ，堆肥处理 ；
不可回收垃圾 ， 统一收集后无害化
处理……作为全国第一批农村生活
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县，来安
县以 “分类减量 、资源回收 、有机堆
肥、无害处理”模式，建立健全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利用一体化
工作体系，逐步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
类和资源化利用常态化、长效化。 目
前，该县已建成有机垃圾资源利用站
12 座、堆肥点 78 座。

美丽乡村新图景 王艺林/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