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通讯员 陈思国

鸡鸣狗吠，却难觅牲畜粪便；行
宿吃喝，却不见果皮垃圾。村容整
洁，屋舍干净，草木扶疏，在陵水黎
族自治县，这样干净美丽的卫生乡
村越来越多。

日前，全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推进会在陵水举行。“陵水通过建立
保洁制度、完善收转措施、动员群众
参与、加强日常管理，真正实现了村
庄整洁卫生，环境舒适宜人。”在现
场观摩陵水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情况
后，国家住建部村镇司负责人在会
上对陵水工作给予肯定。

四级保洁机制让垃圾日清

每天上午，一辆蓝白相间的保
洁车都会穿过陵水光坡镇老欧坡
村。“保洁员除了上门回收垃圾，还

负责清扫主要村道的卫生，为村民
提供了很多便利，我们只需要把自
己家中和门前的小道清扫干净。”村
民陈爱华说。

保洁员梁月明告诉记者，将村
民家中垃圾箱里的垃圾装载上车之
后，保洁车就会把它们运到村里固
定的垃圾收集点，随后，到达固定垃
圾收集点的大型环卫车会将所有垃
圾装运上车，运往镇上的中转站进
行压缩处理。“老欧坡村的生活垃圾
我们做到一天一清。”梁月明说。

一个村庄的垃圾就是如此“消
失”的。近年来，陵水建立了“户清
扫、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四级
保洁机制，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投入
长效机制，大力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行动。

无法运走的牲畜粪便及污水怎
么办？陈爱华说，“政府还出资为我
们建污水处理池，猪圈里的粪便顺
着管道流向污水处理池，很便利，也

很卫生。”

向督查问责要实效

“各村党支部书记是第一责任
人，村委会主任是直接责任人，农户
是具体责任人。”光坡镇政府有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治理农村生活垃圾，
必须强化督查，层层压实责任。该
镇农村环境卫生管理制度规定，各
村委会成员和村民小组组长组成环
境卫生监督管理领导小组，负责每
月对该村环境卫生落实情况进行不
定期的巡查、检查。

在光坡镇大艾园村，村干部们
成立了省级卫生村创建领导小组。

“我们按照镇里部署，积极开展党员
绿色活动日活动，每周固定时间由
党员带头，率领群众开展卫生整治
活动。”一名村干部介绍。

光坡镇镇委委员董书剑还向记
者透露，该镇农村垃圾治理还积极

利用村里的“平安视频”摄像头，一
发现有脏乱现象，即由相关负责人
第一时间进行清理。

据悉，在县级督查层面，陵水成
立了5个督导组，每日开展巡查暗
访、每月组织考评；建立微信平
台，每日通报暗访情况，要求3日
内整改完毕；每月对各乡镇进行
考评排名通报，责任人向县主要
领导作检讨；每季度聘请省环卫
专家进行考评，考评成绩纳入相
关负责绩效考评，以此大力推进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创评活动促进群众参与

陈爱华家门挂了“卫生之家”的
牌子，令她十分自豪。“这是通过评
比后才能挂的，挂上了，意味着受到
了表扬。”陈爱华说。

通过创评活动，能鼓励群众发
挥主动性，“扫好门前雪”。近年来，

陵水在全县农村开展此类创评活
动。在光坡镇，每月都会在各农村
评出“卫生文明户”，同时对卫生保
洁落实较差的农户实行张榜公布。

通过政府教育、创评活动、党员
示范、邻里相劝等，陵水村民卫生观
念相比几年前已大幅提升。老欧坡
村村民左国强说，“现在，把垃圾分
类处理，是大家顺手就做的事。”

农村垃圾治理好，也有助于焕
发发展活力。近3年，大艾园村被
选为陵水（光坡）圣女果采摘季暨乡
村游的骑行驿站节点，仅今年就接
待游客5万余人次。

这一点也得到国家住建部村镇
司负责人的肯定。他在全国农村生
活垃圾治理推进会上表示，陵水此
项工作带来的良好环境促进了特色
产业和休闲旅游业的发展，形成了
环境改善、产业发展、分明制度的良
性循环。

（本报椰林6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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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陵水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陵水动态

陵水将强化扶贫工作
督查力度

本报椰林6月20日电（记者苏庆明 通讯员
蔡小金 胡阳）日前，陵水黎族自治县召开扶贫开
发领导小组（扩大）会议，明确将强化扶贫工作督
查力度，确保各部门各乡镇问题整改到位。

会议通报了省脱贫攻坚工作第五督查组对陵
水扶贫工作考核的反馈报告，并提出整改意见。
要求各部门、各乡镇对照脱贫攻坚标准，高度重视
自身存在的问题，以问题为导向，把整改工作作为
改进扶贫工作的重要手段和措施，还要结合省督
察组的反馈报告，一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全力
做好各项整改工作，确保各项整改措施取得成效。

会议指出，产业扶贫是扶贫工作的重点，是脱
贫攻坚工作的重中之重。各乡镇和相关部门要研
究对策加快推进产业项目落地；各扶贫片区负责
人要加强指导协调，确保扎实有效推进脱贫攻坚
各项工作。同时，县委、县政府督查室要加大产业
扶贫、整村推进、危房改造、扶贫资金使用等重点
工作的督查督办力度，对各部门、各乡镇逐个开展
实地督查工作。

健康扶贫免费体检活动
走进大里

本报椰林6月20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符宗瀚 魏爽）日前，陵水黎族自治县卫计委组织
体检医院走进该县本号镇大里，为当地贫困人群、
老年人及慢性病患者免费进行健康体检。

体检现场，村民们在医护人员的指引下，有序
地进行血压体重测量，抽血以及彩超等体检流程。

此次免费体检共开展3天。接下来还将在本
号镇中心卫生院、英州镇中心卫生院开展，便于村
民们在体检中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实现早发现、
早治疗、早预防。

“在对全县贫困人口的体检筛查中，我们发现
全县有1542名贫困人口患有疾病。”陵水卫计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确定责任帮扶人，对贫
困患者进行分职分类的治疗，确保全县健康扶贫
工作有效推进。

椰林镇拆除
3000平方米违建

本报椰林6月20日电（见习记者李艳玫）6
月14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公安局、城管局、住建局
等部门联手依法拆除了陵水椰林镇占地11亩、违
建面积达3000平方米的14间违法建筑。

据了解，这些违法建筑为村民非法占用农用地
而建的自家住宅。该镇在拆除违法建筑前，在违法
建筑墙壁上张贴通告及发放公开信，提前告知违建
户拆除行动并极力劝说他们及早搬离；相关各部门
提前制定好行动方案，明确分工。

此次活动，相关部门共计派出近200名执法
人员。在执法现场，相关工作人员首先对现场房
屋、物品进行公证并合理布置警戒，以确保群众安
全，随后出动1部炮机和4部挖掘机，历时两个小
时将违法建筑全部拆除。

陵水计划年底前完成
首批农贸市场升级改造

本报椰林6月20日电（记者苏庆明）记者从
陵水黎族自治县日前召开的全县农贸市场升级改
造现场推进会上了解到，陵水计划年底前完成首
批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工作，明年完成全县各农贸
市场的升级改造或新建工作。

根据会议要求，陵水年底前将确保完成县中
心农贸市场、北斗市场、桃万市场、南平市场、提蒙
市场、英州农贸市场等第一批农贸市场升级改造
或建设工作并投入使用，同时要力争完成光坡港
坡村农贸市场作为村级标杆农贸市场的建设工作
并投入使用。

会议要求各乡镇要力争在所辖镇区规划建设
一个标准化综合农贸市场；针对不同的市场权属
性质采取不同的工作思路，就整改工作难度较大
的私营性质农贸市场要采取双管齐下，鼓励引导
其按相关要求主动进行整改并加强市场综合环境
卫生管理，此外陵水还鼓励各乡镇农贸市场建设
在标准设计导则基础上创新风格，结合当地民俗
打造出独树一帜的乡镇风味。

县纪检监察干部专题培训班
在河南大学开班

本报椰林6月20日电（记者苏庆明）记者从
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关部门获悉，6月19日，陵水
县纪检监察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强化使命担当”
专题培训班在河南大学开班。按照“带着问题来，
带着问题学，带着问题思”的思路，该县33名纪检
监察干部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为期5天，目的是为适应新形势下纪
检监察工作，进一步提高陵水纪检监察干部的工作
能力和业务水平。活动专门邀请河南大学和河南
省委党校等多个学术领域的专家学者，重点围绕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讲解。

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把培
训所得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不断提升工作水平，努
力开创陵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局面。

加大投入，加强督查，开展创评，有效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陵水四级保洁机制让农村变“靓”了
同时
推行环卫工作重心下移
完成11个乡镇环卫站的组建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通讯员 陈思国

“放在以前，谁能想得到，臭水
沟的水没多久就变干净了，之前又
脏又臭的地方竟然能变成了干净
漂亮的湿地公园！”在陵水黎族自
治县文罗镇坡村一处有着亭台水
榭、花树争艳的地方，坡村老人黄
爱村向大家介绍。

坡村是一个旅游乡村，如果不
是有人介绍，外人确实想象不到这
一占地5亩多、已是村中一景的湿

地公园，在不久前还是个“藏污纳
垢”之地。记者看到，小公园几十
米外就是民居。“这里地势比较低，
好多户人家排的生活污水就集中
流到这里，不用走太近就会被臭味
熏到。”黄爱村说，污水经过这里后
又顺着地势自然流向荒坡野地，没
有人管。

这一情况在去年发生了变
化。坡村是海南“百镇千村”建设
工程打造的美丽乡村之一，结合全
域旅游示范点打造工作，去年陵水
运用人工湿地技术开展的坡村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是整治村庄基础
环境的一项内容。

走在公园里，记者看到，其核
心工程由3个水塘组成。污水流
经的前两个水塘（即过虑池）种满
了睡莲、美人蕉等水生植物，它们
能吸收污水中的污染成分，配合水
底的过滤系统，起到净化水体的作
用。在第一个水塘，还能看到里面
的水呈浑浊黑褐色，泛着白沫。第
二个水塘的水已经明显清澈许多，
肉眼看不出杂质。而从第二个水
塘流进第三个水塘的水，已是清澈

见底。在水体处理的基础上，第三
个水塘还造了喷泉，配合观景亭、
木栈道等观赏设施，这里成为坡村
的一道美丽风景。

如今的坡村，不仅环境大大改
善，而且依靠红色资源，让村民吃
上了“旅游饭”。黄爱村家的污水
不仅得到科学处理，她本人还当上
了湿地公园的管理员，负责维护
工作，每月能领到工资。“这两年
村里变化真快，变得越来越美
了！”她高兴地说。

（本报椰林6月20日电）

采取人工湿地技术处理生活污水，干净了村庄美化了环境

臭水沟变湿地公园，旅游村又添新景

本报椰林6月20日电（记者苏
庆明 通讯员陈思国）陵水黎族自治县
全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总体规划近日
编制完成并通过专家评审。规划提
出，到2020年，陵水要实现生活污水
治理行政村100%覆盖，自然村覆盖
率80%以上；到2025年实现自然村
100%覆盖。

纳入规划范围的共有506个自然
村。在实现上述目标的同时，规划还
明确，2020年全县自然村治理率达
80%以上。

规划提出，要依据集中优先、因地
制宜、经济实用、维护简便、资源利用
五大原则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采
取对接城镇污水处理厂、联村合建、
单村自建、农户分散处理4种治理模
式来推进。除污水进入城镇污水处
理厂的情况外，其余村庄的生活污水
治理，将采取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
组合式复合生物滤池、太阳能微动
力＋人工湿地、四池净化系统4种治
理技术实现。

目前，陵水已在椰林、本号、文
罗、光坡、三才5个镇18个自然村建
有专门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多数采
取人工湿地技术。陵水环保局局长
吴定国介绍，今年陵水将新建96个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现已进场
32个，16个正在招标，下半年将推进
余下的48个项目，这些项目均由陵
水县政府出资。

据了解，陵水生活污水治理项目
建成后，还将通过市场配置组织第
三方进行运营，避免重建设轻管理
问题。

全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总体规划通过专家评审

2020年实现生活
污水治理行政村
全覆盖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房前屋后有树，道路两旁有
花。硬化的村道干净整洁，地上见
不到果皮纸屑，更没有污泥堆积，
民居周边甚至连杂草也不易看
到。走进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
米埇村老欧坡村村民小组，干净整
洁的村貌令人眼前一亮。

几天前，全国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推进会在陵水召开。“参会代表
还专门到我们村观摩呢！”村民左
国强自豪地向记者介绍。

曾经的老欧坡村，村民们随
手丢垃圾、散养牲畜，人居环境
较差。它是怎样变成今天的模
样的？

在左国强家，记者看到了整

齐摆放的一蓝一灰两个垃圾桶和
七个竹筐。据了解，由陵水县政
府出资，老欧坡村家家都配有两
个垃圾桶。“易腐烂的垃圾要倒入
蓝色垃圾桶，其他的倒进灰色的
桶里。我家还自备竹筐，装塑料
瓶子、易拉罐这些可以回收的东
西。”左国强说，他和其他村民如
今都养成了垃圾分类的习惯，垃
圾会被及时清运走，蚊蝇少，也不
会发臭。

沿着弯曲的水泥村道，记者走
进了村民陈爱华的农家小院。这
里不仅干净，甚至劳动器具的排放
都十分整齐。

陈爱华家门口挂着“卫生之
家”的牌子。她告诉记者，评上“卫
生之家”可以得到物质奖励，而要

想挂上这个牌子，要满足垃圾分类
处理、用品摆放整齐等要求。“卫生
做得好有表扬，做得不好会被曝
光，大家逐渐养成良好的卫生习
惯。”陈爱华说。

“垃圾定点存放、定时清运，农
户禽畜圈养，没有了粪土乱堆、垃
圾乱倒、污水乱泼、禽畜乱跑现
象。”米埇村党支书马亚二介绍，近
年来，陵水持续开展了农村卫生整
治行动，老欧坡村制定相关制度，
建立固定的保洁队伍，每天按时清
运该村的垃圾到中转站，确保垃圾
日产日清，村里还通过党员带头、
全民参与、定期评比等方式，引导
村民参与环境整治，促进了村容整
洁、乡风文明。

（本报椰林6月20日电）

村民家家“标配”两个垃圾桶
引导村民进行垃圾分类，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陵水开展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

⬆ 三才镇后港村，村民正在清理垃圾。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光坡镇老欧坡村村民在清扫村道。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 文罗镇坡村的湿地污水处理系统。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全县自然村共配置了钩臂箱、
公用垃圾桶5000余个
建成垃圾收集点2525个

全县自然村建成保洁队伍1589人
实现生活垃圾保洁收运的自然村覆盖率达100%

截至今年初

制图/王凤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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