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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我省召开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暨环境卫生集中整治半年攻坚动员大会，对相关工作进行部署。推进农村
“厕所革命”和环境卫生集中整治，是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建设自贸区自贸港的基础性工作，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开
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任务。当前，我省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和环境卫生整治任务依然艰巨。本报今起开设专栏，介
绍先进典型做法，剖析问题总结经验，以此助力我省此项工作顺利开展，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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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三亚）运动健康旅游论坛举行

三亚探索运动健康旅游
三大产业融合发展

本报三亚8月28日电（记者徐慧玲）8月28
日，2019中国（三亚）运动健康旅游论坛在三亚举
行，来自国内外运动、健康和旅游产业的专家学者
齐聚鹿城，共同探讨三大产业融合发展。

有专家指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及观念的
转变，人们对运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运动场所早
已不局限于健身房或体育馆，人们更渴求一种“运
动+”的休闲生活方式，游客的诉求也已发生巨大
的改变，不仅需要美丽风景，更需要美好生活。

“对于健康产业、旅游产业来说，三亚都是一
个很好的目的地，希望我们在三亚打造的新项目
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塔亚普拉。”塔亚普拉运动健
康度假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菲利普·格拉夫·范·
哈登伯格（Philipp Graf von Hardenberg）对
三亚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并在当天宣布塔亚普
拉正式进入中国，在三亚建立塔亚普拉在全球的
第二个运动健康度假区，这也是塔亚普拉在华第
一个项目，将于2022年正式开门迎客。

新加坡国会议员、贸易与工业部原政务部长、
新加坡2010年青奥会组委会顾问张思乐认为三
亚是最佳运动旅游目的地之一。“新加坡与三亚能
进行合作的方面很多。”张思乐表示，三亚环境优
美、道路宽敞整洁，新加坡一些运动品牌可以带到
三亚，例如夜间马拉松等，希望利用跑步这个平台
带动双方合作发展。

临高年内将完成
58宗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全县自来水普及率将达98%

本报临城8月28日电（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
王逵）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临高县有关部门了解
到，临高今年将投入1.4亿元实施58宗农村饮水
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目前完成第一批工程23宗，
直接受益人口3.7万余人。

临城镇多莲村兰堂村民小组饮水安全巩固提
升工程年初开工，目前进入通水试运行阶段，经过
第三方抽样检测水质合格后将正式交付使用。“我
们村用水不用再发愁了。”兰堂村民小组组长谢世
流告诉记者。据介绍，兰堂村饮水工程投资108
万余元，项目建设涵盖机井、水塔、除铁设备、输水
管道等，交付使用后，兰堂村656人将从中收益。

今年临高已完成的第一批23宗农村饮水安
全巩固提升工程，完成总投资5175万元，受益人
口3.7万余人，其中包括贫困人口5965人。第二
批工程共有35宗，总投资8899万元，将陆续开
工，计划年底完工交付使用，建成交付使用后受益
人口4.5万余人。临高县水务局农村饮水安全项
目负责人介绍，58宗工程全部完工后，临高自来
水普及率将达到98%。

国家防总应对“杨柳”
启动Ⅳ级应急响应
◀上接A01版
省三防总指挥部要适时派工作组对重点市县防风防
汛工作督导检查，还要不定时抽查或检查各市县和
各级三防指挥部成员单位值班值守工作。各市县
有关部门要及时、准确做好灾情统计和报送工作。

会议强调，要抓住防御重点，确保防风安全。
一是要及时监测预警预报，各部门加强联合会商和
分析研判，预警信息和三防指挥信息优先、迅速传
递。二是切实加强渔船渔民安全管理，视情况做好
渔民撤离上岸。三是做好水库安全度汛，加大水库
巡查力度，及时发现和消除水库安全隐患。四是加
强山洪、低洼地、地质灾害风险防控。五是加强景
区景点安全管理，加大对重点旅游项目防汛防风安
全检查。六是做好城市排涝，提前落实机动应急排
涝设备和抢险队伍。七是提前做好人员转移避险，
确保灾害发生前及时转移受威胁人员。八是扎实
做好抢险救灾准备，统筹组织救援力量，等候调度。

副省长刘平治参加会议并讲话。

2016年，河北省衡水冀州区着
力打造岳良村皇家小镇。当年 10
月，冀州区大胆创新，在岳良村安
装真空厕所。整个岳良村设有两
个真空泵房共计9套工作站，改造
了全村440户村民家里的旱厕及渗
井，共880个终端，村内配套公共真
空排导系统卫生间4处。规模化成
片实施后，通过真空源分离技术，
分离的回水经过人工湿地，可以成
为村内景观用水，分离的黑水通过
资源转化设备进行有机肥的制造，
用于生产有机蔬菜水果等，在改善
农村生态环境的同时，也促进了当
地有机农业的发展。

定安县富文镇九所村围绕农村厕
所厕污资源回收再利用做文章，通过
形成产业链的方式，使得以往难处理
的厕污资源得到妥善处置，有力保障
了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完

成前的农村人居环境。
在九所村推进厕污还田再利用的过

程中，村民不仅享受到了整洁人居环境带
来的舒畅与幸福感，还从中得到了实惠。
一部分种植户通过这种模式有效节省了

肥料费用，部分无种植的农户也通过与种
植大户的合作，有效清理了自家化粪池。

当前我省将厕所粪污收集处理作
为农村“厕所革命”中优先重点解决的
问题。推动农村厕污资源化利用，形

成产业链，能够有效解决农村厕所目
前无法并入污水管网易造成污染的问
题，而且能带动农村环境整洁、促进农
业生产，还能通过设置掏粪工等，为贫
困群众增添就业岗位。 （袁宇）

厕污资源化利用具推广价值

河北岳良村：

整村改造真空厕所

A：Can you find me a tour guide，
please？

你能帮我找个导游吗？
B：Sure.
当然可以。
A：What is Feng Xiaogang Film Town？
冯小刚电影公社是什么地方？
B： It is a very popular scenic spot

in Haikou.
它是海口一个很受欢迎的旅游景点。
You can wear a cheongsam and take

photos in Qilou Old Street.
您可以穿上旗袍去骑楼老街拍照。
A：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听起来挺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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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境外机构落户海南。
Encourage foreign institutions to

register and settle down in Hainan.

【资料来源：省委深改办（自贸办）、省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厅】

这是定安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解决农村厕所污粪收集处理难题的
一大实招。“农村厕所厕液是有效有
机肥，是能够回收利用的。”定安县爱
卫办主任岑运伟对记者说，长期以
来，定安农村厕所污水未并入污水管
网统一收集处理，极易造成厕液渗漏
从而产生污染，“厕液资源化循环再
利用，解决了这一难题。”

九所村委会副主任符永坤对“厕
所革命”感受颇深。农村改厕工作开
展以来，家家户户建起了无害化厕
所，安装了三级化粪池，村里环境整
洁。“以前厕液积在化粪池里没处排，
满了就溢出来。一下雨满村都是污
水，没地方下脚。”符永坤说，粪水经
过三级化粪池一级一级过滤，到达第
三池就可用来灌溉，“后来村民开始
用人工挑厕液浇灌，但效率低，而且
累人，没有什么人愿意干。”

2015年，九所村村民符某亮开
始用电泵抽自家化粪池中的厕液浇
灌槟榔树和橡胶树。“一个小电泵
200元左右，不贵而且省工省力。”符
某亮说，用厕液浇灌，地里的水果树
也长得好，“结出来的果实个头饱满，
口感也好，效果不比施化肥差。”用厕
液浇灌，还为他省下一大笔肥料钱，

“如果收购厕液浇灌，1亩地1年省化
肥钱500元，我家有近50亩地，化肥
钱能省下2万多元。”

在符某亮的带动下，九所村村民
家家户户买回来小电泵，抽取家中三
级化粪池中第三池的厕液。抽取的
厕液被村民运往庄稼地浇灌槟榔树、
橡胶树等。

“厕液回收利用特别适合目前阶
段。”富文镇分管农村改厕工作的副
镇长梁定明告诉记者，全镇11个村、
居，6108户中已改厕5362户，但只有

石门村2个村民小组通过生活污水
处理站，“处理站可集中处理生活污
水和厕液。其他村、居生活污水处理
站都在规划建设中，在建成前还需要
通过这种厕液回收利用的方式来维
护环境卫生。”

据介绍，富文镇目前已全面推广
九所村厕液还田再利用模式。“除九
所村外，10个村、居都配置了电泵，供
村民使用。目前很多群众反馈这种
处理方式很方便。”梁定明说，富文镇
如今已经形成农户自清、有偿服务和
种植大户收购3种不同模式。

郑大楷在2013年把自家的农用
拖拉机改成抽粪车，然后根据周边村
民的需求，提供有偿上门服务。“一个
月能有6000多元收入。”郑大楷笑着
说，他买车、改装一共花了5万多元，

“现在早就回本了，生意都做到定城
镇了。”

“有很多种植大户收购厕液作
有机肥，接到订单后我就把这些厕
液拉过去给他们浇地。”郑大楷说。
有时，种植大户需要的厕液量多，抽
粪工人还会主动找到养殖场及相关
农户，免费入户抽取厕液，既满足种
植大户的浇灌需求，又清理了养殖场
和农户家的化粪池，这种模式也得到
群众的认可。“目前全镇充分利用厕
液资源的农户约有200户，其中150
户集中在九所村。全镇目前有4人
从事厕液收集工作，大多通过电话预
约的方式进行。”梁定明介绍。

岑运伟说，定安将继续开展“厕
所革命”，在富文、黄竹、龙门、岭口、
翰林、龙河等镇探索推广厕液回收
利用，推广九所村经验，全力助推

“三清两改一建”，努力建设“五化”
美丽乡村。

（本报定城8月28日电）

定安九所村创新开展“厕所革命”

厕液回收当肥 1亩地省500元

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和环境卫生集中整治

■ 见习记者 张文君 记者 袁宇

“呲呲呲……”8月28日下午4
点，定安县富文镇九所村，村民岑才
珍按下直流抽水泵的开关按钮，抽
水泵开始运作，厕液从管中喷向槟
榔树。

“每隔两个月抽一次厕液，不然
就溢出来了。”岑才珍说，2012年，她
家建成无害化卫生厕所。无害化卫
生厕所和传统的旱厕相比，主要不同
之处在于安装了三级化粪池。

三级化粪池3个池按照2：1：3
的比例设置，全长2.5米左右，宽和高
都在1米多，属于一体化粪池。

“粪水进入化粪池后，通过第一
个池沉淀、发酵。粪水满到一定高度
后，通过管道进入第二个池。”岑才珍
说，这时候的厕液中还夹杂着一些粪
渣，“然后又继续沉淀、发酵，粪水达
到一定高度后再通过管道进入第三
个池。第三个池里的厕液就没有那
么臭了，能拿来灌溉。”

岑才珍说，无害化厕所的环境明
显要好于传统旱厕，“旱厕就一个大
坑，臭气熏天，蛆虫乱爬，大家都不爱
用。而且一到雨天，粪污溢出来，都
没地方下脚。”

在岑才珍家对面不远，村民黎才
凤家的无害化卫生厕所正在建设，她

家是村里最后一户建设无害化卫生
厕所的。“他们都用上了无害化卫生
厕所，我也很期待啊。”72岁的黎才
凤说，“在村干部的帮助下，很快就能
用新厕所了。”

目前，九所村全村69户人家，

每家每户都安装了三级化粪池，粪
便经过处理后实现无害化利用，既
改善了村里的环境，也避免了村民
因为乱用旱厕传染疾病的问题。

对于岑才珍来说，建起三级化
粪池的无害化卫生厕所，还为她节

省了农业生产成本。“用厕液浇灌
能顶化肥，1亩地 1年能省化肥钱
500元。”岑才珍边用厕液浇灌槟榔
树边笑着说，用厕液浇灌的作物更
绿色、更健康。

（本报定城8月28日电）

观察
8月28日，全省推进农村“厕所革

命”暨环境卫生集中整治半年攻坚动员
大会在海口召开。开展农村“厕所革
命”半年攻坚战、环境卫生集中大整治
半年行动，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省委省政府明
确要求、解决我省当前厕所方面存在突
出问题的迫切需要，充分体现了省委、
省政府抓好农村“厕所革命”和卫生环
境集中整治的坚定决心，彰显了省委、
省政府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农民群
众生活品质的民生情怀。

农村人居环境问题不是小问
题。拿厕所问题来说，它首先是一个
基本的民生问题，影响到人们的日常

生活。厕所干净了，才能减少疾病发
生，美化乡村环境，提高生活品质，增
强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反之，厕所

“脏、乱、差、偏、少”，就会给生活带来
种种不便，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也
会被拉低。不仅如此，厕所还是观察
文明的一个重要窗口，反映着一个地
方农村居民素养高低。抓好“小角落
里的大革命”，下功夫补齐这一块民
生短板，彻底解决农村“如厕难”，才
能让人们日渐告别生活陋习，养成良
好习惯，拉升乡村文明水准，焕发美
丽乡村“颜值”。厕所问题如此，卫生
环境问题同样如此。

农村人居环境问题连着大民生、
大文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直接关
系农民群众生活品质，是海南推进自
贸区、自贸港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也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正因
如此，省委、省政府把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特别是农村改厕工作抓得很紧很
实。今年初印发的《海南省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村庄清洁2019年行动方案》，
就对“厕所革命”作了具体部署，明确
了目标任务、工作措施、责任单位。7
月底的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以“厕所
革命”和整治环境脏乱差等民生工作
为重点，有效解决农村人居环境问
题。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很多农村“如
厕难”解决了，村庄变靓了，住者舒心，
游客开心。但也应看到，农村改厕、卫
生环境等还存在不少突出问题。这提
醒，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农
民群众生活品质，还需要下大力气。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一个系统
工程，涉及不同地区、不同层级、不同

部门。因此，既不能就人居环境整治
谈人居环境整治，又不能依赖某个部
门“包打天下”，也不能简单依靠“一招
半式”，而需要更高层次统筹、更高水
平谋划、更大力度协作。一方面，要把
农村环境整治与美丽海南“百镇千
村”、乡村五网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多
规合一”改革结合起来;另一方面，要坚
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坚持量力而
行、尽力而为;与此同时，还要突出市县
主体责任，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关系
理顺了，责任压实了，方法对路了，配
合到位了，治理效果自然水到渠成。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也是一个复
杂工程，牵涉到农民群众生产生活的
方方面面。因此，对治理者来说，有
效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亟须激发
农民群众参与热情。只有鼓励农民

参与，善用群众力量，让优化人居环
境成为人们的行动和价值追求，变

“要我治”为“我要治”，将“千条线”拧
成“一股绳”，才能让各项举措落地生
根，早日实现治理目标。其实，浙江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以及“五水共
治”工程之所以成效好、可持续，一个
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探索出灵活的机
制、丰富的载体，如不少地市设立了

“民间河长”，有效组织了群众，充分
调动他们的热情，从而凝聚了治水合
力，实现治理走向常态长效。

人居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给环境“洗脸”，让乡村“焕颜”，坚决
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战，海南
将会日益宜居宜业宜游宜养，而广大
农民也能在乡村振兴中更有获得感、
幸福感。 （张永生）

给环境“洗脸”让乡村“焕颜”

改厕，不止于“方便”

■ 本报记者 袁宇

“到农户家抽厕液，
再把它卖给有需要的种
植大户用来浇灌，一车能
挣300多元。”8月28日，
在定安县富文镇九所村，
海南日报记者见到受农
户邀约来抽取厕液的工
人郑大楷，只见他从抽粪
车上取出设备，再熟练地
打开农户家无害化厕所
的三级化粪池盖子，把抽
粪设备放入化粪池，随着
抽粪车发动，不一会儿，
一户村民家化粪池的厕
液就抽完了。

特 写

典型案例

他山之石

浙江龙泉市：

农村公厕亦成风景线
在浙江省龙泉市各大农村，

新修建的公厕内部明亮干净、整
洁舒适，洗手池、烘干机等设施一
应俱全，部分公厕外观泥墙黛瓦
的浙派风貌则与村落融为一体，
整体环境令人赏心悦目。

2018年龙泉深入推进“公厕
革命”，全年新建及改造提升农村
公厕645座、景区及景区村厕所9
座、城区公厕 6 座。在修建过程
中，当地充分考虑人口、村庄发
展、后期管理等因素，根据地域特
点精心设计、合理规划农村新建
厕所布点，对部分不能正常使用
的农村厕所进行改造提升，对美
丽乡村示范村、历史文化村落等
沿线村庄进行补缺建设，既满足
人们日常生活需求，又彰显当地
文化特色。随着“公厕革命”等工
作的强力推进，龙泉城乡生态环
境更加宜人，人居环境更加宜居。

九所村村民岑才珍正在用电泵抽厕液浇灌地里的作物。 本报记者 袁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