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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选，怎么建
三种处理方式，如何因地制宜、因村施策

怎么管，谁来管
村民接纳程度不一，后期管护成普
遍担忧

随着农村经济
水平的提高，农民的
生活方式在发生变
化，生活用水量与污
水产生量也在与日
俱增。

要治理污水，
首先要了解污水的
来源。在海南，农
村生活污水主要来
自厨房污水、洗涤
污水、厕所污水和
洗浴污水。

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怎么选、怎么
建？需要村民观念
的跟进，也需要因地
制宜、因村施策。而
设施建成后怎么管、
谁来管，如何形成长
效机制，更成为了农
村生活污水的“治
本”之策。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一定程度
上改善了农村的人居环境，一些村民也盼
望着自家能够早日用上污水处理设施。
但有一些村民，则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道育村民小组长李道贞介绍，村里采
用的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由村民自
愿选择安装。从设备埋放、安装，到运行
期间的电费，都不需要村民出力出钱。尽
管如此，目前仍有一半村民没有安装。

有村民说，考虑到房前屋后拥挤，没
有施工空间，再加上自家平常用水不多，
厨房洗菜水收集满了还可以拿去浇地，
当时就放弃了安装。

有村民说，这些设备小巧是小巧，但
容易坏，有时污水罐堵了，有时电箱跳闸
了，有时冒臭味了，坏的次数比较频繁，
不太实用。

还有村民说，现在设备出故障了可以
打预留电话，有人专门来修理，但十年八
年后呢？还会有人负责管理和维修吗？

……
道育村村民陈其经家中的分散式农村

生活污水设施是2019年就建好的。自从
地下埋了污水处理罐后，家里的厕所污水
都进罐处理。但污水处理罐常出现故障，

“设施修过几回了，不知现在效果怎么样。”
村民们的担忧不无道理。今年7月，

省生态环境厅调研组曾前往石山镇的石
岩村、用畔村、美月村、道崖村，实地抽查
各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日常运行维护、
污水收集、尾水排放、制度落实等情况。

抽查发现，在石岩村有3套分散式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分别存在设备未
运行、设备开关跳闸、污水横流等问题；
在道崖村，有1套集中式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因存在漏电、开关易跳闸的问
题而处于闲置状态。

农村生活污水的处理离不开“量体裁
衣”，而更重要的是后期的管理维护。上
述案例也是一个个横切面，折射出我省在
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过程中要面对的
村庄实际、村民观念、主体参与性等问题。

如何化解村民们的担忧？如何避
免污水处理设施“晒太阳”的情况？请
关注本报后续报道。

（本报海口11月23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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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文昌市翁田镇排崀村的排崀山村
民小组，是一个只有9户、48人的小村庄。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来到排崀山村村民张业
辉家中，发现粗细不一的管道，沿着他家厨
房、厕所的外墙埋入地下，地面上还盖着污
水井盖。

“这是村里的集中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我们去年安装后，污水由管道收集和
集中处理，我们的居住环境变得干净清爽多
了。”他说。

跟着村民的指引，海南日报记者一路来
到村后头约500米外的空地。村民家的管
道从地下一路延伸至此，统一接入位于这里
的一座集中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根据设施外的告示牌说明，该设施采用
的是生物法(缺氧/好氧工艺）+深度接触氧
化一体化工艺，设计污水处理规模为5吨/
天。处理后的水，排向周边一处名为“鹿骨
坑”的林地沟渠中。

排崀村党支部书记姚流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村里采用的集中式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将不同村民家中产生的污水，通过管道
收集后，在村外进行集中净化处理，这种方
式改变了以往村民将自家生活污水随意倾
倒的现象。

排崀村共管辖24个村民小组，各村的
生活污水治理进度并不一致。同属于排崀
村的福堆村民小组，是一个仅有三四户常住
户，规模更小的村庄，这里仍未建设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

村民小组长符祥阳说，村民厨房里刷锅
洗碗的油污水，一般都用桶接着，等盛满了
就拎到村口倒掉，“洗菜水从露天院子流出，
流到村巷里的管道，再顺流出村口。”

海南日报记者沿着福堆村的村巷往外
走，发现有村民家的院子外边装有水龙头，
一旁摆着大桶的洗洁精，零星鸡毛散落在
地，旁边一条臭水沟的痕迹清晰可见。村民
说，天气一热，这里的味道很不好闻。

“看到其他村庄陆续建设了污水处理设
备，我们也希望自家能快一些用上。”福堆村
村民符永光语带羡慕地说。

对于农村生活污水的处理，海口市石山
镇道育村选择的却是另一种模式。

该村共有250多户、1300多人，村里地
势平坦，新老房子参差分布，房屋相邻，村
巷逼仄曲折。如果在这里建设集中式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一来条件有限，二来成本也
较高。

2019年，当地政府请来专业公司，采用
分散式的模式处理村里的生活污水，村民自
愿参与。

这些入户安装的分散式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会占用村民家一定的空间。其中
埋入地下的污水处理罐体积约有1立方米，
地面设施则需占地2至3平方米。设施通水
通电后，村民家产生的污水，就会通过水管
流入地下污水处理罐，经过厌氧、沉淀等三
级处理后，排出的清水就可以用于农田灌
溉，或直接排入地下渗滤。

选择什么样的污水处理方式，不同的村
有不同的考量。

位于澄迈县瑞溪镇番丁村的莲塘村民
小组，有45户、230多人。村子以中央水
塘为界，被分隔成老村和新村。老村地势
起伏，村户少，居住分散；新村地势平坦，
村户多，而且布局规整，巷道已修建排水
沟渠。

村庄一南一北截然不同的两种格局，是
决定莲塘村采取何种污水治理模式的重要
考量。2020年7月起，省生态环境部门组织
在莲塘村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试点，决定
在这个村庄里采用两种污水治理模式——

新村采取的是集中式，通过“预处理+潜
流湿地”的工艺，在村民家与中央水塘之间，
一环一环搭起“去污”的多个步骤：污水→排
水沟渠→格栅、沉淀预处理→人工湿地吸附
吸收→净化→水塘。

老村则采用分散式，通过生态沟渠、厌
氧池、生态花池、户型湿地等庭院式的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将各家的尾水净化后排入附
近农田，就近资源化利用。

莲塘村村民许英妹家，距村中央水塘仅
10米。早些年，村民在塘里养鱼，家禽家畜
来水塘里“泡澡”，各家洗刷锅碗瓢盆的污水
也会直排入此，导致水塘发臭，塘里的淤泥
能淹到成年人的小腿肚子。

如今，从许英妹家排出的生活污水，会
在这短短的10米路程中经历多个去污环
节，变成干净的水，最后再汇入池塘。而经
过生态化改造后，原先黑臭的中央水塘，也
成了村里的生态湿地。

据调查，海南农村生活污水的处理方
式分为集中式处理、分散式处理以及纳入
城镇污水管网处理三类方式。由于海南
农村大多分布较散，距离城镇较远，所以
主要仍是采取集中式和分散式这两种处
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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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是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与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内容之一。在海
南，这一方面仍是薄弱
环节。如何打好农村
污水治理翻身仗？近
日，海南日报记者深入
多个村庄开展实地调
查，聚焦我省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的典型案例，
探 索 问 题 的 解 决 之
道。本报今起以系列
报道形式刊发记者的
调查报告，敬请关注。

截至2021年10月

全省建有污水处理设施的行政村和自然村

分别为 1344个和4994个

占比分别为50.66%和28.27%

累计投入约57亿元
建设了 13747套处理设施

制图/张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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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

方式出让1幅市西海岸南片区F3501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本次挂
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市南海大道以北、长滨路以西，土地面积为
63503.77平方米（合95.26亩），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土地出让
年限为70年。该宗地规划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容积率≤3.24，
建筑密度≤15%，绿地率≥40%，建筑限高≤80米。其他设计要求按控
规图则控制。二、本次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
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164601.7718万
元人民币，最高限制地价为189292.0376万元（楼面地价9200元/建
筑平方米）。采取增价方式竞价，每次增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或10
万元整数倍递增。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
164601.7718万元。三、开发建设要求：（一）挂牌成交后，土地竞买保
证金自动转作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合同定金为成交价的10%。（二）竞
买人竞得土地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并在5个工
作日内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付
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三）本宗地采用“单限单竞”方式挂牌出让，即
限成交地价、竞配建出售安居型商品房面积。在竞价过程中，竞买人
最高报价未超过最高限制地价时，按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和成
交价。当竞买人报价达到最高限制地价189292.0376万元（楼面地价
9200元/建筑平方米）时即锁定限价，有意继续竞买的竞买人由竞地
价转为在限价基础上竞配建安居型商品住房面积占住宅总建筑面积
比例，住宅总建筑面积不变，竞拍最小幅度为0.5%，按报出的配建安
居型商品住房面积比例最多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本项目拟竞
配建安居型商品住房销售最高限定价格13000元/平方米，建筑室内
装修标准不低于1200元/平方米。（五）根据《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
制指标（试行）》规定，设定该宗地的投资强度指标为500万元/亩。土
地竞得人须与市住建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
按照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六）其他开
发建设要求详见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挂牌
出让相关文件。四、竞买申请：(一) 竞买人资格及要求1.凡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
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本次挂牌不接
受联合申请。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申请竞买：(1)存
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的。(2)存在在海口
市行政辖区内拖欠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利息等行为的。（3)根据《海南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加强土地供应竞买人资格审核的通知》（琼
自然资函[1753号]）文件规定，原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人。2.非海
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后7日内在海口市
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资子公司，

由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资子公司与海口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土地使用
权登记手续。（二）交易资料获取方式。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信息和具
体要求，见挂牌出让相关文件。相关文件可从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
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网址：http://lr.
hainan.gov.cn:9002）查看和打印。（三）竞买申请方式。本次交易活
动竞买申请环节采取线上方式进行，有意向的竞买人可登录网上交易
系统提交竞买申请，按要求上传竞买申请文件。不接受电话、邮寄、书
面、口头等其他形式的申请。竞买申请时间：2021年11月24日09时
00分至2021年12月22日16时00分（以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
准，下同）。（四）竞买保证金。竞买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
时，应选定一家银行交纳竞买保证金，选定银行后系统自动生成唯一
的随机竞买保证金账号，保证金交纳银行一经选定不能更改，竞买人
应谨慎选择。竞买人须按照出让手册的有关规定将竞买保证金足额
交入该账号（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以银行信息系统入账时间为准）。
本次竞买保证金的币种为人民币，不接受外币。竞买保证金应不属于
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所得，并出具承诺。竞买保证金
到账截止时间为：2021年12月22日16时00分。（五）资格确认。竞
买资格审核开始后，出让人在2个工作日内、资格审核截止时间前完
成竞买申请文件审核。竞买人提交竞买申请时应充分考虑网上交易
活动的竞买资格审核时效，并进行审慎注意。竞买人的竞买申请文件
审核通过，且竞买保证金已按要求交纳的，网上交易系统自动发放《竞
买资格确认书》，确认其获得竞买资格。竞买资格审核时间：2021年
12月14日09时00分至2021年12月24日12时00分。五、挂牌报
价时间及地点：（一）本次交易活动挂牌报价竞价环节采取线下方式进
行，获得竞买资格的竞买人应持在线下载打印的《竞买资格确认书》到
指定地点参与报价竞价活动。挂牌报价阶段仅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
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挂牌截止由挂牌主持人主持
确定。（二）挂牌报价时间：2021年12月14日09时00分至2021年12
月24日16时00分，受理报价时间为北京时间工作日08:30至11:30
及14:30至17:00。（三）挂牌报价地点：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5
楼土地交易中心招拍挂部（四）挂牌现场会地点：海南省公共资源交
易服务中心二楼土地矿产资源交易厅（203室）。六、咨询方式：（一）
交易业务咨询。联 系 人：李女士、陈女士；联系电话：0898-
68531700、0898-68530691；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
ggzy/；http://lr.hainan.gov.cn；http://lr.hainan.gov.cn:9002/；
（二）CA证书办理咨询。办理机构：海南省数字认证中心；办理地址：
海口市国贸大厦c座b栋一楼海南省数字证书认证中心、三亚市政务
服务中心16、17号窗口；咨询电话：0898-66668096；证书驱动下载
网址：www.hndca.com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1月24日

网挂【2021】082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

方式出让1幅市江东新区JDGJ-02-B12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本
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市江东新区JDGJ-02-B12地块，土地面
积为11910.36平方米（17.87亩），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土地出
让年限70年。该宗地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容积率≤2.0，建筑密
度≤35%，建筑限高≤36米，绿地率≥30%。具体要求按照江东新区相
关规划及江东管理局提供该宗地的规划条件执行。二、本次挂牌出让
设有底价，该地块采用“单限单竞”的方式挂牌出让，即限土地成交上
限价格，竞无偿移交政府住房面积。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
31071.7472万元人民币。竞价过程中，采取增价方式竞价，每次增价
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或10万元的整数倍递增，竞买人竞报地价未超
过上限价格时，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和成
交价。当竞买人报价达到上限价格即35731.08万元（15000元/建筑
平方米）时即锁定限价，转入在限价基础上竞报无偿移交政府住房面
积占住宅总建筑面积比例程序，住宅总建筑面积不变，按每次举牌竞
买占住宅总建筑面积1%比例无偿移交政府住房面积的方式竞买，宗
地竞报无偿移交政府住房面积占住宅总建筑面积比例最大者为竞得
人。竞买人在报名时需交纳土地竞买保证金31071.7472万元人民
币。三、开发建设要求：（一）挂牌成交后，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为
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的约定支付，定金为成交价的10%。竞买人竞得土地后，应当与挂
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并在5个工作日内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二）
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用于开发建设市场化商品住宅项目。（三）无偿移
交住房移交给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优先针对园区内引进高层次人才
配售。竞报无偿移交的住宅位置拟以抽取的方式确定。（四）项目投入
使用时，本宗土地在约定达产时间内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低于
8935万元人民币。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建设条
件。竞得人应在按现状交地后6个月内动工，动工后18个月内完成
项目建设。（五）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
定收取。（六）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
记手续。（七）其他开发建设要求详见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
网上交易系统挂牌出让相关文件。四、竞买申请：（一）竞买人资格。
1、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
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申
请竞买：（1）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的。（2）在
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拖欠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利息等行为的。（3）根据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加强土地供应竞买人资格审核的通
知》（琼自然资函〔2020〕1753号文件规定，原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
人。2、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竞得土地后5日内在海
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
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

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
建设的，竞得人在新公司中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3、根据《住房城
乡建设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近期住房及用地供应管理和调控有关
工作的通知》，竞买人需承诺土地购置资金为合规自有资金购地，不属
于金融贷款、资本市场融资等，并载明如承诺不实则自动取消土地竞
买资格。（二）交易资料获取方式。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信息和具体要
求，见挂牌出让相关文件。相关文件可从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
业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网址：http://lr.hainan.
gov.cn:9002）查看和打印。（三）竞买申请方式。本次交易活动竞买
申请环节采取线上方式进行，有意向的竞买人可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
交竞买申请，按要求上传竞买申请文件。不接受电话、邮寄、书面、口
头等其他形式的申请。竞买申请时间：2021年11月24日09时00分
至2021年12月22日16时00分（以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
下同）。（四）竞买保证金。竞买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时，应
选定一家银行交纳竞买保证金，选定银行后系统自动生成唯一的随机
竞买保证金账号，保证金交纳银行一经选定不能更改，竞买人应谨慎
选择。竞买人须按照出让手册的有关规定将竞买保证金足额交入该
账号（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以银行信息系统入账时间为准）。本次竞
买保证金的币种为人民币，不接受外币。竞买保证金应不属于银行贷
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所得，并出具承诺。竞买保证金到账截
止时间为：2021年12月22日16时00分。（五）资格确认。竞买资格
审核开始后，出让人在2个工作日内、资格审核截止时间前完成竞买
申请文件审核。竞买人提交竞买申请时应充分考虑网上交易活动的
竞买资格审核时效，并进行审慎注意。竞买人的竞买申请文件审核通
过，且竞买保证金已按要求交纳的，网上交易系统自动发放《竞买资格
确认书》，确认其获得竞买资格。竞买资格审核时间：2021年12月14
日09时00分至2021年12月24日12时00分。五、挂牌报价时间及
地点：（一）本次交易活动挂牌报价竞价环节采取线下方式进行，获得
竞买资格的竞买人应持在线下载打印的《竞买资格确认书》到指定地
点参与报价竞价活动。挂牌报价阶段仅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
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挂牌截止由挂牌主持人主持确
定。（二）挂牌报价时间：2021年12月14日09时00分至2021年12月
24日16时00分，受理报价时间为北京时间工作日08:30至11:30及
14:30至17:00。（三）挂牌报价地点：海口市国土大厦5楼土地交易中
心招拍挂部。（四）挂牌现场会地点：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二
楼土地矿产资源交易厅（203室）。六、咨询方式：（一）交易业务咨
询。联 系 人：黄先生、陈女士、卢女士、李女士；联系电话：0898-
68531700；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
hainan.gov.cn；http://lr.hainan.gov.cn:9002/；（二）CA证书办理
咨询。办理机构：海南省数字认证中心；办理地址：海口市国贸大厦
c座b栋一楼海南省数字证书认证中心、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16、17
号窗口；咨询电话：0898-66668096；证书驱动下载网址：www.
hnd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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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县瑞溪镇莲塘村里的黑臭水塘，被
改造成了生态湿地。 本报记者 周晓梦 摄

海口市石山镇道育村入户安装的分散式污
水处理设施地面部分。 本报记者 周晓梦 摄

工人在澄迈县永发镇卜罗村埋设生活污
水地下管网。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集中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模式 分散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