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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海口市委员会文件

海政字〔2019〕26 号 签发人：郭燕红

政协海口市委员会
关于我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情况

的视察报告

市委：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为切实巩固我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成果，进一步提升农村群众生产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持续推

进美丽乡村建设，根据市政协 2019 年度重点工作安排，近期海

口市政协在郭燕红主席的带领下，组织政协常委和部分委员对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行专题视察。现将视察情况汇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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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基本情况

通过实地察看、听取汇报、座谈交流，委员们了解到，今

年以来，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和部署，

全市上下共同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

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第三方评估和暗访中，我市农村生活垃

圾清理工作名列前茅；全省“农村厕所革命”、“乡村治理”、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现场会在我市召开，省委李军副书记对

我市“厕所革命”粪污集中处理模式和清掏模式分别做出两次

重要批示，号召全省学习；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司

长李伟国带队参观考察我市美仁坡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果，

美仁坡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经验得到了农业农村部、省农业农

村厅的一致好评，成功经验刊登在《农民日报》公众号。基本

情况如下：

（一）构建机制，高位推动

一是组建领导机构。成立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

组，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丁晖任海口市人居环境整治三年

行动领导小组组长；市委副书记、市政法委书记鲍剑任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 2019 年行动领导小组组长，各分管副市长

为组员，各区政府、市直相关单位为领导小组成员。

二是建立运行机制。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领导小组

日常事务工作，监督各项工作内容的实施。办公室设在市农业

农村局，主任由分管农业工作的副市长兼任，副主任由农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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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下设村庄规划编制、镇墟污水处理、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及垃圾围坝清理、农村公厕建

设、农户厕所改造、畜禽粪污及农业生产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

利用、村庄道路建设、美丽乡村创建、农村文明建设、综合协

调考核和督导检查等 12 个专项工作组。

三是制定实施方案。先后出台《海口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 年）》以及海口市 2019 年村庄清洁

行动计划、海口市 2019 年村庄清洁行动夏季战役实施方案、海

口市“厕所革命”半年攻坚行动方案、海口市“美丽乡村我的

家”评选实施方案、海口市开展农村环境卫生集中大整治半年

行动方案等。

四是开展全市性活动。组织市住建局、市农业农村局、市

园林环卫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交通港航局开展了两次全市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暗访工作。6 月 27 日在秀英区石山镇美富村召

开了全省“厕所革命”现场会；10 月 11 日在龙华区龙泉镇美

仁坡村召开全市农村环境卫生集中大整治暨“美丽乡村，我的

家”农村环境卫生评选活动现场推进会，持续深入开展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

（二）聚焦重点，“三清两改”

一是清理农村生活垃圾。配足配齐垃圾收运设施设备，建

成农村小型生活垃圾收集站 47 座、垃圾分类收集亭 2678 个，

配齐垃圾桶、垃圾运输车、清扫车及保洁车等基础设备。充实

壮大环卫保洁队伍，全市 20 个镇环卫站（城西镇、海秀镇已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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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城区管理除外）配备保洁人员 1009 名；乡村按每 500 人口

配 1 名保洁员的比例标准，以行政村为单位，配备保洁员 2421

名，平均每个行政村拥有保洁员 10 名以上。探索市场化环卫

管理机制，全市环卫一体化管理逐步向农村延伸，除海秀、长

流、西秀和城西 4 个镇已纳入环卫 PPP 项目，目前秀英区的石

山、永兴、东山 3 个镇和龙华区遵谭、龙泉、龙桥、新坡 4 个

镇也已分别由玉禾田公司、龙马公司接管。东昌和红明农村改

居后，京环公司也在积极介入，初步建立起村庄市场化清扫保

洁和垃圾收运体系。建立第三方专业机构日常卫生监督机制，

委托第三方对农村环境卫生每月开展督查考评，覆盖全市 248

个行政村 2492 个自然村。

二是清理农村生活污水。根据《海南省推进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工作方案（2019-2020 年）》，我市共需完成 249 个行政

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截止目前，我市正在实施的项目包括

2018 年、2019 年一期和 2019 年二期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

除江东片区外，共涉及 211 个行政村、1793 个自然村、12.4 万

户，家庭常住人口为 49.8 万人，总投资约 40.9 亿元。

其中，2018 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涉及 17 个行政村、

117 个自然村，投资额为 2.6103 亿元，目前污水治理设施已建

成 2316 座，覆盖 117 个自然村，受益村民 22813 人，有效解

决当前污水横流、直排导致生活环境脏、乱、差问题，有效改

善当地居住环境。2019 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一期项目涉及 56

个行政村、472 个自然村，秀英一期于今年 8 月份开工，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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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0 个自然村已开工建设；美兰一期于今年 7 月份开工，老村

等 15 个自然村也已开工建设；龙华、琼山预计 10 月份开工。

2019 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二期项目涉及 151 个行政村、1204 个

自然村，除美兰区外，其余三个区均已完成初步设计和概算审

批工作，预计 10 月底具备施工招标条件。

三是清理畜禽粪污及农业生产废弃物。禁养区内已关停畜

禽规模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 799 家，关停 100%。已建成 1 个市

级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与省农科院植保所合作开展生物

降解地膜示范试验，免费给农民发放生物降解地膜 160 卷，开

展示范试验面积 160 亩。2019 年海口市冬季瓜菜种植面积 20.2

万亩，产生秸秆总量 2.02 万吨，利用量 1.91 万吨，利用率为

94.55%。截止目前，海口市总农膜 238.95 吨，回收 201.4 吨，

回收率 84.3% ；总农药包装废弃物 16.3 吨，回收 14.07 吨，

回收率 86.3%。

四是改造农村厕所。按照三年行动方案，我市农村厕所改

造任务 182006 户，截止目前，全市累计完成家庭卫生厕所

180915 户，普及率 99.40%。今年 8 月底全省部署厕所革命半年

攻坚战以来，我市以各区、乡镇为主体，进行摸底排查，分配

任务到户，着力开展改厕攻坚工作。目前，全市半年攻坚战需

完成标准无害化户厕改造任务为 3058 户，其中包含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低保户、贫困残疾人户等特殊人群兜底包干建设的

户厕 711 户。截止 9 月 27 日，我市共开工新建厕所 152 户，占

比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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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改造农村道路。自然村通硬化路工程完成 943.2 公里，

完成率 98.37%；窄路面拓宽工程 320.92 公里，完成率 90.41%；

县道改造工程 2.63 公里，完成率 100%；生命安全防护工程

274.62 公里，完成率 75.67%；危桥改造工程 43 座，完成率

91.49%；旅游资源路工程 92.87 公里，完成率 70.22%。

（三）试点先行，以点带面

一是以龙华区新坡镇美仁村为试点，开展村庄清洁行动。

龙华区新坡镇美仁村率先开展村庄整治，找出了一条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的好路子。10 月 11 日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暨

“美丽乡村我的家”卫生评比现场推进会在美仁坡村召开，兴

起村庄清洁行动新高潮。

组织推进有章法。成立整治领导小组，制定行动方案、整

治标准和“文明卫生村”“文明卫生户”“最美媳妇”评比方

案等，开展“美丽乡村 我的家”模拟实战演练，提升评选活动

水平。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设立党员先锋岗，发动党

员带好联户群众义务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以自然村为单位，划

分党员卫生责任区，分别划分为保洁责任区域、绿化责任区域、

水域责任区域、巷道责任区域等不同的责任区域，指定责任党

员，在相应的区域树立责任牌。

宣传发动有巧法。先召开乡贤、村民和外嫁女代表会议，

商议整治形式、标准和项目资金，让他们献计献策，并通过他

们向群众宣传，召开动员会，积极调动群众参与到环境整治中

来，带领村民投工投劳，修建排水沟等，还建立坡佐村人居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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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整治微信群，通过微信群号召在外打工人员周末回乡参加村

里的环境卫生整治义务劳动，激发群众参与整治的荣誉感，调

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解决难点有新法。学习借鉴塘约经验，对残垣断壁等长期

闲置危房，予以拆除并整合土地用于产业发展，即土地性质仍

然是建筑用地，土地所有权依旧归村民不变，由村委会出资种

植果树等，村民自行负责管护果树种植，产生的经济效益，按

农户 70%，村集体 30%的比例分成。以后如村民有意将土地用作

其他用途，在符合村庄规划的前提下，村委会将土地交回村民

自主使用。

长效管控有办法。为杜绝垃圾堆积、杂草丛生等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问题反弹回潮，积极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以评促

建，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共治、共建、共管、共享。今年 7

月份，率先在全市全区开展环境卫生评比活动。以每月第二个

星期日为环境卫生整治日，并以乡村工作队、村三委干部、各

村民小组长、乡贤和村民代表组成评比小组开展考核，两个月

进行一次“文明卫生户”、“最美媳妇”评选活动。对评选出

来的“文明卫生户”、“最美媳妇”发放光荣牌，给予物资奖

励，并实行动态管理。村委会成员、乡村振兴工作队、村乡贤

会成员组成的督导组，每两个月对已评选的“文明卫生

户”“最美媳妇”进行抽查，抽查一次不合格的，责令一周内

整改到位，若出现连续两次抽查不合格或累计三次抽查不合格

的则撤销其称号并摘牌。此外，还进一步建立完善村规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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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规民约中明确环境整治门前三包的内容，与每一户群众签

订门前三包责任书，挂牌管理，由乡贤监督检查村规民约的执

行情况。

二是以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为试点，推行农村厕所粪污利

用市场化处理模式。

由秀英区环卫一体化中标单位玉禾田公司作为实施主体，

在施茶村开展农户厕所清淘清运试点。试点阶段，区政府对玉

禾田公司清淘清运购买服务，农民暂不付费。

配备专业化设备。根据秀英区环卫一体化的统一工作部署，

玉禾田环境公司第一时间组建了施茶村农村厕所清掏专业队伍，

新购置吸粪车 3 辆、便携式吸污泵 3 台，新聘专业沼气技术人

员进行粪污清掏，确保环卫服务做到村庄卫生保洁和公厕卫生

保洁一体化，生活垃圾收运和粪污收运一体化，农村厕所化粪

池的开口、污水清运、维护、疏通一体化的“三个一体化”服

务。

开展便捷化服务。挨家挨户发放便民清掏服务卡，农户只

需拨打卡上电话，清掏人员便会在十五分钟内赶到并进行清掏

服务；针对部分农户将化粪池修建在房屋底下，没有预留粪口

的情况，安排专业修建人员免费打口，并即时复原留下清掏口

方便后续清掏；就近建设粪污存储转运点，以便清掏结束后可

将粪污快速运送到储粪点。

注重资源化利用。利用施茶村委会早年废弃矿坑及环保督

查期间辖区搬迁企业四个废弃不锈钢储油罐等“两废”建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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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山镇厕所清掏粪肥循环储存示范点”，占地面积 2 亩，可

收储粪污约 330 立方米，按照平均每户三格化粪池一年最大储

存量 1 立方的标准计算，该储存点最大可收储近 600 户农厕一

年的粪水量；同时，秀英区引导玉禾田公司对粪污实施资源化

处理，除了将清出粪污运往沼气站发电外，利用粪水进入储存

罐经过发酵后可形成农作物肥料的原理，将粪污有效转化为有

机肥，确保粪污清掏工作在做好粪水收储转运的同时不产生二

次污染，并且得到有效利用，实现变“粪”为宝。

二、我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一是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还要完善市场化管理机制。目前，

龙华区、秀英区环卫管理已经进行市场化管理，美兰区、琼山

区正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推进城乡一体化环卫管理机制。

农村环卫保洁及时性、机扫率、制度化程度都有待提高。

二是农村厕所改造和粪污处理任重道远。我市 2017 年前建

的农村户厕第三格化粪池绝大部分渗漏，化粪池内粪便污水排

放不符合环保要求。农村住房建设没有实行统一规划，农户居

住比较分散，厕所污水难以收集处理。居住在老村内的农户没

有地建厕所，贫困户有地也没有能力建厕所，成为改厕的难点；

粪污的资源化利用还在探索过程中。

三是农村生活污水项目建设进展缓慢。点多面广，项目用

地难以落实，有些基本没有用地可选。

四是建设资金紧缺。基础设施历史欠帐较多，农村“五网”

建设、污水处理等还需要大量资金。农村污水需要资金 40 多亿，



- 10 -

粪污收集和处理一年需资金将近 3000 万，许多整治项目要上马，

资金量需求大，市财政一时筹集不了全部开工的资金。

三、推进我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意见建议

（一）因地制宜，做好科学规划

发挥规划引领作用，指导、推动和支持各区抓紧编制、完

善好村庄布局和建设规划，把村庄道路、污水和垃圾处理、饮

水安全工程等设施建设纳入相关专项规划，做到一张蓝图绘到

底。要充分考虑农村差异性，实行分类指导，不搞“一刀切”，

鼓励地方探索创造；根据不同村庄人居环境现状，规划编制要

兼顾中长期发展需要，分类确定整治重点，分步实施。

合理规划村庄类别，明确不同的规划建设标准和要求。合

理确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项目与建设标准，明确不同

区位、不同类型村庄人居环境改善的重点和时序。村庄规划要

符合农村实际，满足农民需求，体现乡村特色；要充分结合发

展现代农业的需要，合理区分生产生活区域，统筹安排生产性

基础设施。

（二）加强引导，发挥主体作用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和维护重点还是在广大农民，不但需要

自上而下的政府引领，也需要自下而上的村民自愿参与。一方

面，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切实选优配强村党组织书记和抓好

农村致富带头人队伍建设、全面加强农村组级党支部建设，充

分发挥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

会的作用，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进一步密切党群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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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关系，为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

供坚强组织保障。另一方面，要强化农民的主体地位，尊重农

民意愿，方便生产生活，与促进农民创业就业和增收相结合，

广泛动员农民参与项目组织实施，保障农民决策权、参与权和

监督权，切忌政府大包大揽，搞形象工程。要以广泛开展文明

卫生村寨、文明社区创建和环境卫生大评比等活动为载体，开

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倡导文明新风，教育

引导广大群众牢固树立卫生意识和环保意识，革除陈规陋习，

养成文明习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广大群众在农

村人居环境改善中的主体作用，自觉参与其中。

（三）立足长远，完善长效机制

一是创新投入方式。建立政府主导、村民参与、社会支持

的投入机制。以区级为主加强涉农资金整合，做到渠道不乱、

用途不变、统筹安排、形成合力。完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

一议财政奖补机制，调动农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积极性。

建立引导激励机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设。推动政府通过委

托、承包、采购等方式向社会购买村庄规划建设、垃圾收运处

理、污水处理、河道管护等公共服务。

二是建立管护长效机制。建立村庄道路、供排水、垃圾和

污水处理、沼气、河道等公用设施的长效管护制度，逐步实现

城乡管理一体化。支持镇村积极探索环境卫生管理、公共设施

维护、环卫经费保障等自我管理的长效机制，鼓励、支持村民

制定村规民约，建立符合农村实际的制度办法。培育市场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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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管护队伍，提高管护人员素质。加强基层管理能力建设，

逐步将村镇规划建设、环境保护、河道管护等管理责任落实到

人。

三是推动产业绿色发展。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与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传承

传统文化、保护绿水青山有机统一起来，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控

制，加强传统村落民居和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保护，通过发展休

闲农业、乡村旅游、文化创意等产业，发展休闲旅游、展现民

俗特色，带动经济发展。稳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利用小城镇

基础设施以及商业服务设施，整体带动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政协海口市委员会

2019 年 11 月 12 日

抄送：市政府，秀英区、龙华区、琼山区、美兰区政府，市政协主

席会议成员

政协海口市委员会办公室 2019 年 11 月 12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