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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污水治理是改善农村居住
环境的重要一环。近年来，美兰区将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纳入人居环境改
善“一盘棋”中，通过补齐生活污水短
板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高农村
居民生活品质。

在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道统
村的污水一体化处理站的终端，清
水汩汩地流入湿地水池，周边草木
丰茂，环境宜人。而就在污水一体
化处理站的前端，多道流程能把村
民家里的生活污水转为清水。污水
一体化处理站采用A/O污水处理

工艺，设计处理能力为 30立方米/
日，经过该设备处理后的水，可达到
海南省地方标准《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污染物排放标准》DB46/
483-2019二级标准。“出水水质可
以用来灌溉农作物，解决农田灌溉
问题，不仅实现了无害化处理，而且
实现了资源化利用。”海口永卓项目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工程师符策武介
绍。

“在建设污水一体化处理站之
前，村民家的生活污水、化粪池污水
都是各排各的，造成污水横流、蚊虫

繁多等问题，严重污染了农村环
境。”村干部唐南杰说，为解决农户
居住分散、污水收纳难的问题，镇、
村干部多次走村入户做村民的思想
工作，获取村民的理解和支持后，才
开工建设污水一体化处理站，有效
收集和处置农村生活污水和化粪池
水。

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美兰分局副
局长符乾盛介绍，农村生活污水排放
分散、方式随意，是农村人居环境治
理的难点和突出短板。美兰区在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中，专门成立了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专项组，明确目标和工
作任务，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分类
治理。

今年美兰区计划新增6个建制
村、72 个自然村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建有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
行政村覆盖率达50%以上，设施正常
运行率达85%以上。截至10月 11
日，施工方已组织两个班组135名施
工人员，进场施工54个自然村，施工
率达75%。调试安装污水处理设备
142套，其中有85套设备已投入运
行，设备运行率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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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
设生态宜居的美好家园，今年
来，海口美兰区委、区政府精心
组织部署，以村庄规划为引领，
以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建设为
导向，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为
抓手，建立进一步调动村民内
生动力参与环境整治的工作机
制，重点围绕农村厕所革命、农
村生活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
貌改善等9个重点任务、30项
具体任务开展工作，以点带面，
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为实现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效能得到新
提升，建设农村生态文明、美丽
宜居、业兴人和的幸福美好新
家园打下坚实基础。

建立长效机制 强化督查考核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点任务，是农民群众的深切期盼。今
年是美兰区启动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五年行动的第一年，为进一步强化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督查考核工作，该区研究制定了《美
兰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督查考核与
奖惩办法》，并依据此办法，开展月度、年度农
村环境卫生考评工作，以“奖优罚劣、以罚促
改”。

据了解，该区每月通过组织区各相关职
能单位组成农村环境卫生考评组、“各镇交叉
检查”的方式进行全面督查及量化评分，实地
察看各镇、村的环境卫生宣传、管理、村庄三
堆清理、河道沟渠清洁、村民院落整洁等情
况，重点检查农户院落卫生、圈舍卫生及粪便
处理、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等。

“我们根据考评结果，对排名靠前的进行
表彰通报，对排名倒数的进行批评，通过教育
引导与制度约束相结合，褒扬先进、批评后
进。”美兰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庞舒贤介绍，
对于各镇、村（居）、自然村（村民小组）在每月
的区级考评中获得第一名的，将给予一定的
现金奖励，以提高镇、村、村民荣誉感和参与
积极性。

为了开展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
美兰区委区政府从上到下层层传导工作压力，
从下到上逐层合力推动问题解决，进一步压实
各镇、各相关部门责任。用制度化保证规范
化，以规范化推动常态化，持续完善奖惩机制，
建立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机制。

（策划/孟晓 撰文/孟晓 王聘钊 陈尾娇）

海口美兰区依据9个重点任务、30项具体任务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

村容村貌焕新颜 乡村振兴绘新卷

村庄规划更科学 宜居更宜业

有林田丰草，也有老屋水韵，有农家小
院，亦有乡村旅馆。还不止于此，在这块传统
的村落土地上，花卉苗木、蜜枣、绿橙、火龙果
等种植面积初具规模，企业开设的鸽子养殖
基地，让村庄热闹起来……走进海口市美兰
区三江镇江源村，美景好物聚集，让这里焕发
新的生机。而《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江源村
村庄规划》在2021年海南省实用性村庄规划
竞赛中获得一等奖，更体现出村庄之美，是科
学规划，合理利用空间的结果。

在村庄规划方面，美兰区从村庄空间布
局、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
施配套等方面深入研究，积极探索完成村庄
规划编制试点工作，全面开展新一轮“多规合
一”实用性村庄规划应编尽编。在村庄规划
编制中，首先开展村庄分类研究，优化调整乡
村开发边界，坚持集约节约用地，优先保障村
民宅基地，保障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用地。

“江源村就是通过科学规划，确定村庄建
设规模和乡村开发边界，合理布局，引导村民
适当集中居住。”三江镇副镇长柯剑说，既要
保持村里的原生态景致，又要让村容村貌得
以提升，体现人居环境整治的智慧，那首先就
要解决群众的住房刚需问题。为此，江源村
完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配套，充分利用江
源村林、田、水等优越的自然资源，合理安排
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

与此同时，对于自然村，注重保护原生态
乡村空间，避免“涂脂抹粉”式立面美化。对
于产业项目，宜充分利用周边环境塑造良好
景观。在建筑设计方面，则按照传统民居、现
代民居、新建民居三种类型进行分类引导。

通过综合研判，江源村将打造成为农业
农村融合发展、“宜居宜游安居乐业”的现代
化美丽乡村。按照因地制宜、分村施策的原
则，将龙发山村民小组和龙潭村民小组定位
为集聚提升类村庄。分别结合乡村旅馆和鸽
子养殖基地塑造乡村特色主题公园，发展乡
村农旅产业。将剩余9个自然村定位为基础
整治类村庄，以整治人居环境，补齐设施短板
为重点内容。

走进海口灵山镇东和村，整齐干
净的道路与错落有致的乡村“小别
墅”印人眼帘。在村民沈海转的房院
中，一片沙地与三块大石更是格外的
引人注目，这便是东和村建设发展的
一大亮点——乡村自建化粪池。

“村委会和乡村振兴工作队的工
作人员都建议我们建化粪池，说这样
才能保护环境，建化粪池有资金补
贴，我们觉得这是个好事，就立马动
工了。”沈海转说。

灵山镇厕所革命是该镇整治乡
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举
措，为此，东和村也积极响应，全力推

进厕所革命落地。“去年建设59户化
粪池的目标全部完成，今年建设35
户的目标超额完成36户了。”东和村
党支部书记蔡荣发说，以前农村的化
粪池直接渗透地下，长久下来不仅会
造成地下水的污染，同时在水循环的
过程中，村民饮用受了污染的水源，
也会造成各种疾病，所以无论是从人
居环境还是健康角度，自建化粪池都
得到了广大村民的支持。

据了解，化粪池可以由村民自己
施工、居委会组织与指导，也可以由
专业施工队施工，政府给每家每户投
入建设资金4000元，基本2至7天就

可以完成工期。
“尽管是自建化粪池，但也有着严

格的操作标准。”灵山镇规划所工作人
员黄利介绍，例如在垫层完成之后，水
桶放入地下需灌水50%，以防止施工
过程中产生的外部压力将水桶破坏。
施工队还简洁明了的总结了“一空、二
口、三隔、四管、五有”口诀，来方便建
设和检验化粪池的完成情况。

小厕所，关乎大民生。近年来，
美兰区坚持把农村“厕所革命”列为
推动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工作，瞄准
基础设施“短板”，拉网式全面排查农
村厕所。为了科学改造农村公厕，美

兰区聘请专业力量，对全区公厕深入
排查，实地调查分析存在的痛点堵
点，全面制定全区改造计划，明确时
间表和改造路线图，坚持农村改厕与
厕所粪污资源化利用同步推进，统筹
推进农村户厕粪污的清掏、储运、处
理、再利用，让农村生活环境迈上新
台阶。

今年以来，美兰区分类有序推进
1900 座农村厕所化粪池防渗漏改
造，持续改善村民生活环境，切实提
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截至目前，
该区农村户厕防渗漏工作开工率
100%，改造整体进入收尾阶段。

“绿色的桶放易腐垃圾，黑色的
桶放其他垃圾。”垃圾桶整齐摆放，环
卫工人“摇铃收巷”收集垃圾，在美兰
区演丰镇芳园村已成常态。芳园村
环卫工人林彩丽每天都用收集车收
集垃圾，“我们农村现在也实行垃圾
分类，里里外外都干干净净！”

“以前大家没有养成垃圾分类的
习惯，刚开始时把所有的垃圾都丢在
一个垃圾桶里，经过环卫工人和村干
部宣传发动，现在我们都先自行将垃
圾进行分类，再放到相应的垃圾桶

里。”芳园村村民李梅说。
“不仅村子变干净了，同时也引

导村民养成了垃圾分类的生活习
惯。”海口市京美环卫公司副经理王
薇薇介绍道，芳园村和瑶城村是美兰
区演丰镇“摇铃收巷”的两个试点村
庄。为抓好演丰镇乡村环境卫生问
题，京美环卫公司通过安排保洁人员
专人负责各自片区的入户宣传，帮助
村民养成了垃圾分类的习惯。同时
还为在住的每户人家建立一个“绿色
账户”，根据他们的垃圾分类情况进

行打分，累积的分数可以用来兑换
油、米、面。对于可回收物，还可以通
过电话预约的方式上门收运。

如今的芳园村风景秀丽，色彩斑
斓的墙绘、水天一色的莲池、斗折蛇
行的栈道，使慕名而来的游客们流连
忘返。作为农村垃圾分类的试点村
庄，该村也是美兰区以建设美丽乡村
为目标、整治农村人居环境为切口，
推动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为切实加强农村环境卫
生专项整治，美兰区坚持以“打造美

丽乡村环境”为追求，不断完善农村
生活垃圾处理体系，组织人员对镇
墟、城乡结合部等道路采取机械化联
合作业模式，对乡镇、农村进出道路、
村居房前屋后、沟渠河道、田间地头
等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清理，同时通
过科学制定垃圾清运路线，高效完成
清运工作，做到生活垃圾随产随清。
截至目前，美兰区乡镇环卫系统日均
出动人员约780人次，出动作业机械
约160车次，清洗保洁公厕62座、转
运站5座，垃圾清运率达100%。

垃圾上门收运 村貌整洁美观

完善污水设施建设 实现再生利用

专业力量推进改厕 提升群众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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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 31 个生活垃圾分类和资
源化利用示范村建设

完成 1900 户农村户厕化粪池
防渗漏改造，新建 1座农村独立式
公厕

建设 1条“美丽农村路”
3个美丽乡村
30个文明生态村建设

推进

新增 6个建制村、72个自然村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有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行政村覆盖
率达 50%以上，设施正常运行率达
85%以上

美兰区今年推进“多规合一”
实用性村庄规划应编尽编，在2021
年底前完成 26个实用性村庄规划
编制工作

实现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85%以上，当季农膜回收率达80%，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86%

芳园村的村民已经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本版图片均由美兰区农业农村局提供 芳园村的垃圾分类手机积分界面，村民凭积分可换取生活用品。道统村的污水一体化处理，让污水变清水。

风景优美的美兰区芳园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