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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农村人居环境治理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特约记者 陈思国

古朴的农家院落干净整洁，宽敞
的村道两旁绿意葱茏，放学归来的孩
童欢声笑语……5月15日，海南日报
记者探访陵水黎族自治县提蒙乡广郎
村，乡村美色令人心情愉悦。

绕村一周，记者发现，广郎村街巷很
难见到垃圾的踪影。每户村民家中摆放
着两个垃圾桶，分别标示“可腐烂垃圾”
和“不可腐烂垃圾”。在村道上，一个带
有黎族特色的垃圾分类收集屋引人注
意，屋下摆放着黄色、绿色4个垃圾桶，
每日中午时分保洁员会来清运垃圾。

“这就是在村道中看不到垃圾的
原因，家家户户配有垃圾桶，更重要的
是村民们养成了不乱扔垃圾的好习
惯。”提蒙乡常务副乡长郑绩人说，有
完备的设施设备，有稳定的保洁队伍，
有长效的资金保障，有成熟的治理技
术，有完善的监督制度，当地农村生活

垃圾得到了有效治理。
近年来，按照上述“五有”标准，陵

水建立起农村生活垃圾清扫保洁收运
处理体系，并制定一系列监督考核办
法，昔日“垃圾随手扔，四处堆成山”农
村“脏乱差”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村中景观处处宜人。

每天天刚放亮，广郎村村级保洁
员马亚姑就骑着环卫车在村里打扫和
清运垃圾，这份工作每月能够为她带
来1200元收入。在陵水，镇、村两级
保洁员有2976人，构成了一支人员充
足、稳定的保洁队伍。“提蒙乡每个村
庄都配备了保洁员和监督员，监督员
对保洁员当月考勤和保洁情况进行考
核，做得好我们有奖励，做得差有惩罚，
进而激发保洁员的积极性，做到‘有人
扫，有人管，有人评’。”郑绩人说。

马亚姑每天将收集的垃圾运往提
蒙乡垃圾转运站，随后垃圾被运送到
陵水垃圾处理厂进行处理。在“户分

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四级保洁
机制的运转下，陵水初步解决了农村
生活垃圾出路问题。在此基础上，该
县还试点推广“三次三分资源利用”垃
圾分类方法，即农户按照易腐烂和不
易腐烂垃圾进行初分；保洁员在不易
腐烂垃圾中进行再分，分拣出可回收
利用垃圾；分拣中心将可回收利用垃
圾进行再次分门别类，最终实现垃圾
资源化利用。

“清楚易懂，根据这张图片我就知
道哪些垃圾要扔在易腐烂垃圾桶中。”
英州镇走所村村民黄亚其说。在黄亚
其家，海南日报记者见到垃圾桶的上方
贴有一张宣传图，图中清楚地介绍了易
腐烂和不易腐烂的垃圾类型，例如剩菜
剩饭、瓜果皮壳等厨余垃圾就属于易腐
烂垃圾，纸壳、瓶罐、塑料等属于不易腐
烂垃圾。此外，陵水园林环卫管理局还
经常在农村组织生活垃圾分类培训，提
升村民的知晓度和垃圾分类技能。

被评为“星级庭院”奖励200元至
500元物资，打扫庭院卫生获取积分
到爱心扶贫超市兑换物品……陵水还
制定了多样的奖励机制，充分激发群
众参与卫生整治的积极性。

乡村振兴，美丽先行。陵水正通
过有效治理农村生活垃圾，打造生态
宜居的生活环境，让良好的生态人居
环境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点。

（本报椰林5月16日电）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特约记者 陈思国

“以前村里生活污水遍地横流，现
在政府建了污水处理站，还修了排水
渠，村里的环境变得好多了！”5月15
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军昌村
大开村民小组，村民黎道权指着离自
家不远处的污水处理站高兴地说道。

污水通过排污管道，进入处理设
备，经过层层净化处理后，消除了臭
味，变为汩汩清泉流入田野……不仅
是军昌村，这样的现象在陵水各处乡
村逐渐多了起来。

截至今年4月底，陵水已完成43
个行政村95个自然村生活污水治理
项目建设，在这些村庄，污水横流、臭
气熏天的场景已成为过去式。

“陵水全县农村污水产生量约为
2.3万吨/天，随着近年来农村居民生

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农村生活污水排
放量也日益增大。”陵水县环保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农村污水不仅污染环境，
也直接危害到农民的身体健康，因此
农村污水处理是陵水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为此，一年多来，陵水积极推行县为
责任主体、乡镇为管理主体、村为落实主
体、农户为受益主体、第三方为服务主体
的“五位一体”农村生活污水长效管护
机制，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将统一规
划放在首位，在规划中实现长效管理。

近年来，在农村污水治理实施过
程中，陵水遵循因地制宜原则，考虑
村庄地形地势、村域面积、现有沟渠
管网资源等因素，采取最适宜的污水
治理模式，提高生活污水处理率。主
要的治理模式有污水厂处理模式、人
工生态湿地处理模式、一体化设备处

理模式等。
靠近镇墟的村，采用污水处理厂

集中处理模式，通过完善乡镇污水收
集管网，使污水进入乡镇污水处理系
统，如新村镇、英州镇、光坡镇、黎安片
区正在实施的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
面积较广阔的村庄，则采取人工湿地
处理模式，如文罗镇坡村、椰林镇卓杰
村等；在村域面积较小、土地资源紧张
的村庄，采用一体化设备治理模式，如
椰林镇坡留村、英州镇福湾新村。

“农村污水处理模式的选择应该
结合当地的实际，比如提蒙乡广郎
村，原本计划采用人工生态湿地的模
式来处理污水，但考虑到这里将会发
展为乡村旅游的一个点，游客会逐步
增多，后来决定采取处理量更大的污
水厂处理模式。”提蒙乡常务副乡长
郑绩人介绍。

此外，为了解决农村污水处理“重
建设、轻管理”的问题，陵水农村污水
治理项目竣工投入使用后，将委托专
业机构对已建成的污水治理设施进行

维护管理，制定绩效评估办法，健全污
水排放监测系统，确保污水达标排放，
保障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转。

（本报椰林5月16日电）

陵水县纪委监委驰而不息正风肃纪

推进作风建设
常态化长效化

本报椰林5月16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
谭馨馨）每逢节日必“纠风”，近来，陵水黎族自治
县纪委监委紧盯“五一”、端午等关键节点，聚焦违
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老问题以及隐形变异“四
风”“节日腐败”问题，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明察暗访
活动，进一步强化精准监督、确保精准问责，推动
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不断巩固拓展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成果。

一方面，陵水县纪委监委拓宽监督渠道，广泛
收集问题线索。县纪委通过协调县税务部门，提
取全县各单位在“两节”前后的公款消费票据信
息；组织县财政局、审计局检查相关单位在国库支
付部门报账核销情况，查找被检查单位违规公款
消费的问题线索；联系各镇财政所检查各村委会、
中小学报账核销情况，查找违规公款消费、逢年过
节违规发放津贴补贴、变换科目用公款或专项资
金购买节礼等问题线索。

另一方面，陵水县纪委监委擦亮派驻“探
头”，不断延伸监督触角。县纪委监委通过检查
派驻单位党员干部节日期间违规操办婚丧喜庆
情况，查找将宴席“化整为零”，变相进行大操大
办，或只收礼金不摆宴席等违规操办婚丧喜庆、
大肆借机敛财的问题线索；检查“三公”经费支
出情况并实地走访大型商场、超市等场所，收集
以慰问金、误餐费等名义，过节违规发放福利或
变换科目用公款购送节礼，违规公款购买、收
送、占用、插手干预或参与经营海南特色名贵特
产类特殊资源的问题线索。

据了解，2018年以来，陵水纪委监委以“钉钉
子”精神打好作风建设持久战，加强对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纠治“四风”的监督检查，
共开展明察暗访250批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和“四风”问题125起，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102人，通报曝光34批51人。

陵水推进扶贫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去年来37人
被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本报椰林5月16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
谭馨馨）近日，海南日报记者从陵水黎族自治县
纪委监委获悉，2018年以来该县共收到扶贫领
域问题线索76件，立案31件36人，结案33件，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37人，诫勉谈话43人，通报
曝光40起80人。

去年，陵水县纪委监委制定出《2018 年至
2020年开展全县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
治理工作方案》，对任务进行分解，并对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等方面问题进行细化，开展专项监督检
查。县纪委监委还派出5个暗访组对有扶贫任务
的10个乡镇进行暗访，共发现28个问题，并建立
问题台账督促乡镇进行整改。针对扶贫第三方评
估和市县交叉考核反馈的问题，县纪委监委迅速
开展核实，发现7起扶贫领域不正之风问题，对包
括本号镇、隆广镇、提蒙乡等3个乡镇的党委书
记、镇长在内的21名党员干部进行通报批评。

陵水县纪委监委还将每周五设为扶贫监督
日，派出两个日常监督检查小组，通过随机走访、明
察暗访等方式，对脱贫攻坚工作开展常态化监督检
查。据了解，该县纪委监委目前已开展11轮常态
化监督检查，共发现问题69个，其中移交问题线索
4件；通报批评了5个村级党组织和9名村干部；向
10个乡镇、2家县直机关单位发出整改函件21件。

为确保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
作充分发挥作用，陵水县纪委监委还将按照百分
之五的比例随机对相关职能部门履行扶贫物资采
购、公共工程、产业项目等方面进行抽查，严肃查
处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应付脱贫攻坚工作的单
位及个人。

陵水县纪委监委
开展各项学习培训活动

助纪监干部
找问题补短板强弱项

本报椰林5月16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
谭馨馨）日前，陵水黎族自治县纪委监委举办纪检
监察干部监督执纪业务培训班，通过“专题辅导＋
交流研讨”的教学模式，帮助纪检监察干部找问
题、补短板、强弱项，打造一支政治觉悟高、专业本
领强的执纪执法队伍。

近年来，陵水县纪委监委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干
部队伍建设，积极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深入开展“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主题活动，组
织党员干部到河北省西柏坡、定安县母瑞山等地开展
主题教育活动，增强党员党性意识、责任意识。

2018年以来，陵水县纪委监委共发放纪检监
察业务用书12批1235册，并将党章党规党纪与
法律法规知识以及监察调查措施的使用等实用业
务知识融入党支部学习、党小组研讨之中，为监督
执纪问责和监督调查处置工作打实理论根基。

去年，陵水县纪委监委还举办13期专题培训，
选派40名纪检监察干部参加中纪委、省纪委举办
的业务知识轮训，20名纪检监察干部到厦门大学
参加业务知识培训，进一步提升干部的能力素质。

今年以来，陵水县纪委监委联合县委组织部、
县委党校等单位，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等党章党规党纪教育纳入全县党员干部教育培训
计划，开设纪律教育课程，采取专题授课、现场教
学、观看警示教育片等方式开展灵活多样的学习
教育活动，目前共培训了180余名党员干部。

陵水农村厕改改变村民观念

“方便”，不止要方便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特约记者 陈思国

踏进村口，映入眼帘的是平整洁
净的硬化道路，错落有致的特色民房，
房前屋后花木丛生，生机盎然。这是
5月15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在陵水
黎族自治县英州镇田仔村走所村民小
组见到的景象。

“过去都不好意思请客人到村里
来。”田仔村党总支部书记胡后春感慨
地说道，以前最困扰进村客人的是污
水横流、臭气熏天的“土厕所”。

“一个土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四
边”，臭气熏天、蛆蝇成群、无从落脚，
曾是走所村常见的农村简易厕所的真
实写照。如今，砖砌的平房厕所，锃亮
的瓷砖、冲水式洁具，成了走所村家家
户户的标配。

在村民黄亚其家中，记者得知他
家并不富裕，2017年底才摘掉了贫
困户的帽子。新修的厕所虽然面积
不大，装修也很简单，却收拾得干干
净净、整齐有序，一脚踩上踏板，污物
被冲到地下化粪池发酵，方便洁净。

除了村民家中的厕所，走所村为
发展乡村旅游还建设了一个旅游厕
所，远望只见掩映在一片绿色之中，与
周围环境融为一体。“每天有保洁员负
责清洁，为了让游客有好的旅游体
验。”胡后春介绍。

农村厕所无害化改造表面上看事
情不大，但实际事关农村卫生环境，事
关每一位村民的生活质量。

2018年以来，陵水全力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农村厕所无害化
改造是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截至今年

4月底，陵水共完成农村改厕1153户，
投入使用乡村公厕71座、旅游厕所7
座，并同步实施了厕所粪污的治理。

“今年陵水的农村改厕任务为
8315户，目前改厕补助资金已全部落
实，按照9800元/户的补助标准，共计
拨付金额达8148.7万元。”陵水县政
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这减轻了各个行
政村和农户在改厕工作中的经济负

担，调动了改厕工作的积极性。
繁重紧迫的任务需要专业的技术

力量加入，为此陵水聘请了第三方公
司进行农村“厕所革命”基线调查。第
三方公司以所有村级单位为范围，以
每个村级单位的所有家庭的厕所情况
为对象，采取普查的方法收集数据，做
到不漏一村、一户，全面摸清改厕底
数，确保改厕数据真实性、正确性。

但改厕不是简单地花钱建厕所，
其还倒逼了乡村生活方式的改变与基
层治理工作方式的优化。

“改厕任务繁重且紧迫，但也不能
简单地一刀切，不能强拉硬拽。”田仔村
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许林山介绍，走所
村在改厕的过程中，更注重对村民的引
导和教育，鼓励村民讲卫生爱护环境，
同时通过乡村旅游的发展让村民真切

体会到打造美丽环境是让自身受益。
“我都习惯冲水式的厕所了，现在

再让我去上以前的简易厕所，我自己
都受不了咧。”黄亚其说。

下一步，陵水还将鼓励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多渠道筹措资金用于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营造清洁有序、健康宜居
的生产生活环境。

（本报椰林5月16日电）

陵水以“五有”标准推进农村垃圾治理，试点“三次三分资源利用”

垃圾“没”了 乡村靓了

2018年至今年4月底 共完成农村改厕1153户，投入使用乡村公厕71座、旅游厕所7座。

有完备的设施设备
有稳定的保洁队伍
有长效的资金保障
有成熟的治理技术
有完善的监督制度

五有 { 农户按照易腐烂和不易腐烂垃圾进行初分
保洁员在不易腐烂垃圾中进行再分，分拣出可回收利用垃圾
分拣中心将可回收利用垃圾进行再次分门别类，最终实现资源化利用{

本版制图/王凤龙

2019年 计划完成农村改厕8315户。

遵循因地制宜原则
考虑村庄地形地势、村域面积、现有沟渠管网资源等因素
采取污水厂处理模式、人工生态湿地处理模式、一体化设备治理模式等

建设 管理
确保污水达标排放
保障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转

垃圾治理

厕所革命

5月16日，在提蒙乡广郎村，环卫人员正在垃圾分类收集屋清运垃圾。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英州镇走所村的旅游厕所。 本报记者 武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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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监督执纪工作

陵水推进农村污水治理

重建设成效，也重管理绩效污水治理

委托专业机构进行维护管理
制定绩效评估办法
健全污水排放监测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