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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合力
推动农村环境长治久美

在渝北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区人大、区政协的监督和支持下，渝
北区各级各部门以及相关街镇以办理
议案为“作战书”，以制定出台的《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实施方案》为“路线图”，
形成了部门分工协作、各街镇具体负责
的工作体系，推动农村环境实现长治久
美。

渝北首先进一步完善了以区主要
领导任组长、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区领
导任副组长的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
作领导小组，形成了区委、区政府统一
领导、部门统筹协作、各镇具体负责的
工作体系，并层层压实责任。

根据区情，渝北高标准构建了“1+
7+11”的工作框架，制定出台《渝北区
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实施方案》，并
配套完善农村环境集中整治、农村居住
条件改善等7个子方案。

在资金保障上，渝北整合落实农旅
项目、农房改造、农村公路等涉农资金
约15亿元，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
集中投入、各负其责、形成合力”的原
则，有效整合资金用于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工作，确保资金发挥最大效益。

渝北充分发挥督查考核的“指挥
棒”作用，制定出台《渝北区农村环境综
合整治考核办法》，将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工作纳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
核范围，采取“面上工作考核与示范片
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对全区农村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进行考核。

综合整治
让生活幸福感显著提升

一年来，渝北以“农村环境集中整
治、农村公路建设、农村饮水安全保障、
农村产业发展、农村居住条件改善、农
村电网改造、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为重
点，全面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是一场需要全
民参与的“人民战争”。渝北通过召开
推进会、院坝会以及动员会，发传单、贴
标语、做宣讲、放广播，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和村委会作用，加大宣传引导力
度，积极营造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变

“被动治理”为“主动治理”。累计发动
群众10万余人次，规范房前屋后柴草
堆约3万处，清理沟渠约8万米，拆除乱
搭乱建201处。在群众的配合下，深化
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完成改厕
500户。

渝北建立健全了农村垃圾收运体
系，按标准配置垃圾收集箱体1010个、
垃圾桶14716个、垃圾运输车70台，配
备保洁人员 5000 人，清理存量垃圾
6000吨、生活垃圾26856吨，公路通达
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率达100%。7月
中旬，渝北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成为“全
市率先、主城唯一”通过市级检查验收
的区县。

为美化场镇环境卫生、优化场镇空
间布局、凸显场镇风貌特色，渝北今年
继续加大场镇综合整治。目前，古路、
洛碛、茨竹、石船、兴隆5个中心场镇建
设项目已开建；统景兴发、玉峰山龙门、
大湾两岔、大盛明月和隆仁、玉峰山旱
土、茨竹同仁7个撤并场镇综合整治项
目均已分步实施，统景镇特色小镇建设
项目已进场施工建设；各中心场镇、撤
并场镇雨污管网项目正在抓紧建设。

同时，渝北的危房改造和农民新村
建设也在加速推进，农村居民居住条件
显著改善。目前，已完成1459户农村
危房改造；大湾两岔湖、古路枫林苑、双
凤桥兴旺村、木耳学堂村等7个居民新

村主体已完工。
此外，渝北还加快了道路建设，农

村交通路网日趋完善。重点开展了公
路建设、安保和绿化等项目，目前，已完
成300公里公路绿化、210公里公路硬
化，完成玉峰山镇、大湾镇45公里公路
护栏安装。村社便道硬化持续推进，目
前已完成146.37公里，惠及全区11个
镇56个村33833人。

在全区上下的共同努力下，渝北的
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村居住水平提高，
乡村公路洁净平整，农村生活环境大为
改善，农村群众生活幸福感显著提升。

贺娜 彭光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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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十一”美美与共
渝北区打造11个示范片，引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从“村容整洁”
的“美丽乡村”建
设，到“生态宜居”
的“乡村振兴”战
略，不同时期的国
家大政方针，都对
农村人居环境的优
化提出了有针对性
的具体要求。

渝北区高度重
视农村人居环境改
善。今年初，渝北区
人大第十八届一次
会议将《加强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列为全
区重要议案。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成为
今年渝北农村工作
的重中之重。

按照“规划布
局美、山水田园美、
村庄建设美、生活
富裕美、乡风文明
美”的要求，渝北由
区城乡建委牵头，
制定了“1+7+11”
整治实施方案，主
动服务协调参与各
镇环境治理，倾力
打造 11 个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示范片
（下称“示范片”），
为全区乃至全市的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探路。

经过近一年来
的不懈努力，11 个
示范片建设各具特
色、各具魅力、各美
其美，基本实现了

“五美”的既定目
标。茨竹镇“梨园
牧歌”示范片更是
成为全市范本。

茨竹镇
“梨园牧歌”示范全市

茨竹镇以“梨园牧歌”为主题打造
的示范片位于放牛坪村和半边月村，面
积1529万平方米，涉及居民3954人，
是渝北唯一的市级示范片。

该镇紧紧围绕“五美”目标，按照“整
治为主、注重特色、以人为本、建管结合”
的原则，扎实开展示范片建设。累计投
入900余万元，整治庭院850户，院落25
个，新建柴草棚430个，规范畜禽养殖
386处；新建污水处理设施6处。黑化新
村道路9500平方米，新建人行便道6.5
公里；安装路灯42盏，新建公厕3座、小
广场2个、停车场2个，新增健身器材30
套；美化清理入口空间、广场空间、滨水
空间，新建小游园3个。

同时，清理各类存量垃圾 130余
吨，规范柴草、建筑材料堆码1300余
处，疏通沟渠5000余米。示范片内农
村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群众清洁意识明
显增强。

大盛镇
治“五乱”打造宜居宜游美丽乡村

大盛镇示范片位于天险洞村7社和
9社，面积约 0.7 平方公里，涉及住户
225户425人。

该镇确立了以“五乱”整治为基础，
以环境优化为重点，因地制宜、就地取
材、点面结合、全面打造的总体工作思
路。共硬化人行便道2100米，建设菜
地院坝围栏1500米、鸡舍180个、柴舍
120个、房前屋后沟渠2750米、景观绿
化8700平方米、文化景观3组、小品54
组、景观亭3个、景观长廊1个，种植各
种花卉苗木10万余株。

同时，该镇坚持把示范片建设与农
业产业发展、乡村旅游、农民增收有机
结合，实现了打造“宜居宜游美丽乡村”
的目标。

兴隆镇
农村有“看头” 群众有“耍事”

兴隆镇把涉及住户200余户的“牛
天马”等院落作为示范片打造。以“体
验农耕文化、种植百种花草、改善居住
环境、勾起儿时乡愁”为主题，打造特色
鲜明、美丽宜居的“洁净家园”。

该镇对全镇风貌、道路、沟渠、厕所
进行大力整治，让以往的垃圾堆变成了
休闲小广场、游乐园；在“朝天马”院子
修建农耕艺术墙，涂鸦二十四节气，收
罗农具展示，种植药材花草，突出农村
生活气息；强化绿植和小景点缀，修绿
色花架长廊，建古井、石碾、石磨、水车、
梅花桩、秋千、滑轮车，让农村有“看
头”，让群众有“耍事”。

该镇还对乱扔垃圾、柴草堆码、塘
库清理、鸡鸭圈养、乱涂乱画等行为进
行全面整治，实现了“干净、整洁、亮化”
的目标。

古路镇
以“五美”为标准开展示范片建设

古路镇示范片位于渝邻高速路草
坪下道口至古路红枫林沿线，面积约
400亩、涉及居民200户。

该镇坚持以“五美”为标准开展示
范片建设。新增或更换沿线户外 42
个文化牌、导视牌；修复农房2000余
平方米仿古门窗，新增休闲坐凳8个、
栏杆500米；推进卫生改厕，整治公共
卫生间 2 个；打造林下空间花池 20
处、300 米；完成 1000 余平方的绿化
补植。

同时，整治杂物乱堆现象 100余
处；发放统一圈养栏80户；清理牛皮
癣、塑料薄膜100处；建设垃圾桶基台
5处；组建保洁志愿者负责道路清扫
和垃圾收运，集中处理存量垃圾10余
吨。

龙兴镇
结合产业发展打造示范片

龙兴镇将环境整治与产业发展布
局相结合，确定将下坝村15社、16社、
17社作为示范片打造。该片区涉及居
民149户305人，是将都市旅游与乡村
旅游结合的关键节点，具备今后冲击

“五美乡村”建设的基本条件和发展格
局。

该镇主要采取拆、改、建的办法，对
示范片房屋进行改造。拆迁房屋2幢
300余平方米；改造房屋立面及屋顶42
户近5000平方米，硬化地坝约4500平
方米；改建房屋2户200余平方米。

同时，清运存量垃圾28处 10吨。
投入资金为农户购买拦鸡网、遮阳网、
石棉网等物资，农村生活垃圾得到有效
处置。

木耳镇
保持文化底蕴增加现代元素

木耳镇示范片位于金刚村2社、14
社、3社和 8社，涉及居民 208 户 625
人。片区自然景观优美，古院落文化渊
源流长。

该镇按照“既要增加现代元素，又
要保持生态原状不受破坏，不失片区文
化底蕴”原则，将示范片建设与产业发
展结合，打造“看得见、摸得着、留得下”
乡村旅游点。

目前，该示范片已修建观光步道3
公里，修复危房顶盖20户，划定柴草堆
放区和家禽圈养区各63个，修建庭院花
台23座，新建污水沟300米、健身广场
400平方米，规范产业种植栅栏1500
米，绿化院落2000平方米，拆除违章建
筑150平方米，修建观景台1处、停车场
300平方米、堡坎2处。

洛碛镇
生态绿色产业与人居环境共生

洛碛镇上坝杨柳冲示范片是在C

级、D级危房基础上改建而来。位于上
坝村5社、7社和8社，面积约3.8平方公
里，涉及居民215户1791人。

该示范片是渝北首座院落式农民
聚居区，通过院落绿化、清理垃圾、硬化
公路及人行便道、安装太阳能路灯等举
措，打造美丽宜居乡村。

该示范片最大的特点是生活污水
采用无害化处理模式。居民生活污水
全部经由地下管网排入化粪池，发酵处
理后直接用于农作物施肥，既改善了环
境，又发展了绿色产业。在渝北农村院
落中，首度实现了生态绿色产业与人居
环境共生。

石船镇
回归自然传承文化品味艺术

石船镇示范片位于胆沟村16社、
18 社，共有耕地 679 亩，涉及居民
216 户 518 人。该示范片坚持“政府
主导、农民自愿、因地制宜、科学规
划”的原则，打造高颜值美丽乡村。
按照“桃李陌上·醉美胆沟”的设计主
题，以“回归自然，传承文化，品味艺
术”的设计理念来还原乡村原生态的
生活情景。

建设中，重点突出危旧房屋和公
共空间环境整治。投入资金 650 万
元，实施“一改、二拆、三化、四治”工
程，即改造破旧房盖和墙面，拆除破旧
围墙、危房，道路硬化、村庄绿化、路灯
亮化，沟渠、农厕、污水、水电讯网规范
治理。

统景镇
改善基础设施助力实现“五美”

统景镇示范片位于裕华村6社、7
社，总面积约2平方公里，涉及居民201
户425人。

该示范片紧紧围绕“五美”要求，开
展基础设施建设、村庄绿化、产业发展、
垃圾治理、圈舍规范、乡风文明等方面

工作。
该示范片启动打造以来，完成庭

院绿化 1367 平方米，修建斑竹栅栏
680米；硬化道路500米，新修人行便
道2.2 公里，打造节点景观5处；改造
山坪塘护栏 300 平方米，整修水渠
0.6 公里，水渠绿化 2 公里；新建 100
平方米的人工湿地1个，新修农厕18
个、铁丝围栏圈舍80个，环境面貌显
著改善。

大湾镇
满足生产需求 提升居住品质

大湾镇示范片位于金安村3社、4社，
面积约530亩，涉及居民165户560人。

目前，该示范片已完成人行便道
整治2200米、绿化1250平方米，建设
完成3社休闲活动中心，新设宣传栏1
处，设置健身器材1组，完成花仙谷景
区入口文化墙建设，整治完成公厕 1
个、地面铺装透水砖305平方米、砖墙
饰面36平方米、花池饰面30米、栏杆
景墙 100 米，完成 15 栋农房立面整
治。

新建的基础设施及休闲设施，既满
足了当地大力发展一、三产业的生产需
求，又提升了群众整体居住品质，得到
群众一致好评。

玉峰山镇
逐户设计施工改善环境

玉峰山镇示范片位于玉峰村7社、8
社，地处铜锣山山脉之上，玉峰山森林
公园旁，包括大茅坪、马掌坪2个居民
点，涉及居民173户357人，乡村旅游产
业基础较好。

该镇聘请专业机构，对 173 户农
房逐户进行设计施工。铺设青砖路沿
1329米，建花池1800平方米、喷播扁
竹根300平方米，播栽花籽及花苗近
1000 平方米。逐户进行了前庭后院
环境打造，拆除 10余幢 1000 平方米
的危房。同时，对村庄环境进行了净
化、美化、绿化、亮化，并规范了畜禽养
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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