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沿高铁两边以农房风貌改造、特
色产业带构建、站内外环境综合整治
为重点，着力融入地域特色文化和主
导产业元素，打造“高铁文化景廊”；

沿高速两旁以农房风貌改造、垃
圾治理、广告牌整治、秸秆露天禁烧、

“四旁”地（宅旁、村旁、路旁、水旁）绿
化、产业带规划为重点，发展沿线绿
色产业带，打造“高速生态走廊”；

沿江两岸以农房风貌改造、生
活垃圾污水治理、生态屏障建设、码

头周边环境综合整治为重点，打造
风光四季各异、两岸美景如画的“沿
江山水画廊”；

沿旅游景区周边以庭院环境整
治、生活垃圾污水治理、广告牌整治、
景区公厕提升、特色民俗示范村庄打
造为重点，打造“巴渝生态游廊”；

沿城郊环线以违章建筑整治、垃
圾治理、污水管网建设、广告牌整治、
乡村公交招呼站治理为重点，防治工
业垃圾、城镇垃圾下乡，推动城镇公共
设施和服务向乡村延伸，打造“城乡融
合发展门廊”。

■五沿带动

重庆2019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主要目标

实施农村改厕37.5万户、新建农村公厕

1000座，全市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到78%

行政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率

达到93%

新建生活污水管网 1790 公里、完成

100座集中污水处理设施技改

完成农村危房改造3万户，基本

消除建卡贫困户危房

实施旧房整治15万户，新建通组公路

1.6万公里、入户道路4000公里，安装

路灯15万（盏），村容村貌得到整治提升

全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

达到73%以上、秸秆综合

利用率达到84%以上、废

弃农膜回收利用率达到

72%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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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今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六大任务
——重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2019年工作要点解读

本报记者 汤艳娟 龙丹梅

本 报 讯
（记 者 龙 丹
梅）3月12日，
全市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暨农
村生活污水治
理工作推进会
议召开，市委
副书记任学锋
出席会议并讲
话，市政府副
市长陆克华对
具体工作作安
排。会议传达
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参加甘
肃代表团、河
南代表团审议
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和重庆代
表团全体会议
传达学习总书
记重要讲话的
要求。市级有
关部门和区县
作了发言。

会 议 要
求，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改
善农村人居环
境的系列重要
指示精神，深
入学习推广浙
江“千万工程”
经验做法，全
面落实市委、
市政府工作要

求，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抓紧
抓实抓好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各项
工作。

会议强调，一年来，全市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坚持试点先行、以点带
面、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
展。今年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要在面上推开，要抓住工作重点，
把握关键环节，统筹好全面推进和分
类指导的关系，把因地制宜、分类指
导的原则贯穿始终，先规划后建设，
精准施策，逐步建成生态宜居美丽乡
村；统筹好政府引导和农民主体的关
系，尊重农民意愿，发挥农民主体作
用，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统筹好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
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系，引入更
多的市场力量和社会资源参与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统筹好设施建设和运
行管护的关系，坚持建管并重，建立
一套有制度管护、有资金维护、有人
员看护的长效机制。要加强组织领
导，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要
求，压实党委政府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的责任，强化部门协作配合、农村基
层党组织建设、“三农”工作队伍建设
和舆论宣传引导，推动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落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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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建设美丽宜
居乡村，是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一项重
要 任 务 。 过 去 的
2018年，我市聚焦聚
力“五沿”区域，抓起
来、动起来、干起来，
全市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三年行动计划
实现良好开局。

■2019年，是实
施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三年行动计划的
关键之年，我市需完
成的任务繁重艰巨，
面临不少困难与挑
战。

两年前，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三 义 乡 五 丰 村 被 人 戏 称 为“ 无 丰
村”——村民只能以洋芋、红苕、苞谷

“三大坨”勉强糊口。
两年后的今天，不少人慕名到五丰

村“取经”——向该村学习如何发展产
业、农民如何变身“股民”。

两年的时间，五丰村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这一切，都与市审计局驻五
丰村扶贫第一书记张光文有着密不可
分的关系。

驻村不到两个月
产业发展规划就出炉

2017年9月4日，经过近5个小时
的旅途劳顿，张光文来到五丰村，开始
了自己的驻村工作。

“来之前曾多次想像五丰村贫穷落
后的境况，来了之后才发现，村里的情况
比自己想象的还要糟糕！”第一次进村的
所见所闻在张光文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记
忆——大量的耕地闲置，村里只有红苕、
苞谷、洋芋这“三大坨”，村里没有一米硬
化公路，超过一半的房屋是危房……

五丰村，地处彭水最北端，距县城
110公里，是全县最落后、最贫穷、最闭
塞的深度贫困村之一。2015年底，全村
239户村民仍有贫困户81户，是我市确
定的市级深度贫困村之一。

“产业不兴旺，贫困帽摘了也会重
戴。”张光文认为，没有产业，是村里发
展滞后的主要原因，“要想真正摆脱贫
穷，确保五丰村2019年脱贫摘帽，就既
要发展当年见效的产业，又要发展附加
值高的中长期产业。”

那么，五丰村适合发展哪种产业呢？
在“娘家”市审计局的帮助下，张光

文请来了市里和县上的农业专家，先后
21次对五丰村的海拔、水源、气候和土
地进行考察论证，以确定该村适合发展
哪些产业。

2017年10月底，驻村不到两个月，
五丰村“三短两长一规划”产业发展规

划就在张光文的努力下出炉了。
“三短”，是指发展1年内可以见效

的300亩瓜蒌、103亩玄参和2000头豪
猪养殖；“两长”，是指发展3年可见效的
300亩苍术、4年见效的300亩黄精；

“一规划”，是指通过居民点苗家风貌打
造、规划建设400亩经果林、七眼泉开
发及开展“两村同创”活动提升乡风文
明，推动乡村旅游发展。

筹集资金种药材
126名村民变“股民”

有了产业发展规划，如何让村民接
受并顺利实施呢？

“一直以来，村头都是种啥子都
亏。他又不了解村头的情况，能搞个啥
子出来？”

“搞啥子瓜蒌哦，听都没听过。种
这些东西，怕以后饭都吃不起哦。”

面对村民的质疑，张光文不仅没有动
摇信心，反而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村里的
产业发展起来，让村民过上好日子。”

他和驻村工作队其他成员一起，起
草了《五丰村“三变”改革方案》和8个配
套文件，并多次召开院坝会，征求村民
建议和意见。

同时，他和驻村工作队队员，还有
乡、村两级干部耐心细致地给村民讲解

什么是“三权”分离和“三变”改革，解答
村民的疑惑，鼓励村民发展产业。

发展产业需要资金，可一穷二白的
五丰村根本拿不出一分钱。

为了早日发展产业，在申请的产业
资金尚未到位的情况下，张光文多方筹
集了80多万元先行垫付了村里的中药
材种植发展资金。

在村干部、党员的示范引领下，五
丰村通过土地流转、以村集体和村民资
金入股和劳动力入股等方式，成立了中
药材合作社：村集体资金入股30万元、
村民资金入股26.4万余元，土地入股
573亩，126名村民变身为“股民”。

以身作则下地干活
调动村民发展产业积极性

成立了中药材合作社，可新的难题
又摆到了张光文面前：如何解决中药材
种植缺少劳动力的问题？

五丰村在籍村民有878人，但大部
分村民都已外出务工，村里留守的大部
分是老人、妇女和儿童，青壮年劳动力
仅有12人。

为了解决缺少劳动力的问题，张光
文亲自带领驻村工作队、村组干部一道
平整土地、耕种、管护……

村里两个“酒鬼”和10个“懒汉”在
张光文的劝导下，也主动参与到产业发
展中来。

“张书记干活却不拿钱，我们拿钱
再不干活，脸都没处放了。”村里一“懒

汉”在院坝会上说，“大家莫要去争当贫
困户，丢人的很。现在政策好，干部好，
只要自己愿意干，哪里还会穷哦？”

解决了缺少劳动力的难题，张光文
还请来阿依源职业技术培训学校的老
师，为村民免费培训瓜蒌管理技术。

此外，村里制订了承包管护、绩效
计酬和第一次分配侧重效益、第二次分
配兼顾公平的分配办法，极大调动了村
民管护中药材的积极性。

产业发展初具规模
村民尝到发展甜头

如今，五丰村产业已初具规模。
300亩瓜蒌、103亩玄参、150亩苍

术和230亩黄精给村民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收益。

2019年1月26日，五丰村首次进
行产业分红。合作社的126户股民和
全村81户贫困户都拿到了现金分红；
56名村民在产业基地务工，人均收入在
1.5万元以上；村集体经济组织创收10
万元、村集体增收5万元。

“曾经的‘无丰村’变成了名副其实
的五丰村，村民尝到了产业发展的甜
头。”市发改委扶贫集团驻彭水三义乡
工作队队长王祖勋介绍，过去贫穷落后
的五丰村，已成了彭水和石柱一些邻近
乡村学习的对象。

“住上新房了，村里有路灯了，路也好
走了，在村里种药材既有钱赚还能照顾屋
里，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啊！”在五丰村，
村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还有很多。

村民黄文举发现，以前经常因为争
地争水吵架的村民，现在根本没有闲工
夫吵架了。不仅如此，“以前村里开会，
没几个人参加。现在不一样啰，恨不得
全家都来、早点来，生怕漏了什么有用
的消息，都想听听村里有什么新政策。”

彭水五丰村驻村第一书记的“产业经”
本报记者 杨永芹

▲3月6日，张光文正和村民查看蔬菜
长势，打算利用高山优势种植反季蔬菜，提
高经济收益。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300亩瓜蒌基地
在农户的家门口建了起来，村组公路也得
到了硬化。 记者 罗斌 摄

【名词解释】

全域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各地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全面
推进以清理垃圾、清理塘沟、清理

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
改变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不良习
惯为重点内容的“三清一改”村庄
清洁行动，打造干净整洁有序的乡
村环境。

■“三清一改”村庄清洁行动

制图/丁龙

日前，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全市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2019年工作要点》，要求全
市学习借鉴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实
施“五沿带动、全域整治”行动，推动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从点上示范向
面上推进，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
美丽乡村。

今年，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明确了哪些目标任务？具体将从哪
些方面去推进落实？市农业农村委
副主任高兴明3月12日接受重庆日
报记者专访，就我市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的6大重点任务进行了详细解
读。

关键词 科学规划

乡村规划要凸显乡土味道

“制定村规划是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的第一道工序。”高兴明介绍，今年
我市各区县将开展区县域村布局规划
编制，并立足乡村实际，将全市乡村分
为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
类以及搬迁撤并类四个大类，分类进
行编制规划。2019年，全市村规划编
制覆盖率将达80%。

他介绍，在编制（修订）村规划
的过程中，各地要注重村民全程参
与、推进多规合一、凸显乡土味道、
突出地方特色、坚守生态本底以及
挖掘和提升乡村文化要素，科学合
理规划乡村布局，防止乡村景观城
市化。

此外，今年我市还将推进规划
师、建筑师、工程师、艺术家等“三
师一家”下乡，服务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今年，“三师一家”下乡
派到区县服务覆盖率将力争达到
100%。

关键词 厕所革命

今年将建1000座农村公厕

高兴明介绍，今年我市将通过农
村户厕改造、农村公厕建设、旅游厕所
建设以及因地制宜治理厕所粪污，扎
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2019年，全市将完成农村户厕
改造37.5万户，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78%。”高兴明说，我市要按照“群众接
受、经济适用、维护方便、不污染公共
水体”的要求，合理选择农村户厕的改
厕模式。对于农村公厕的建设，重点
布局在学校、卫生站（室）、便民服务中
心等人口较集中的公共区域。在游客
聚集公共区域、主要乡村旅游点、旅游
小镇、主要A级旅游景区等区域推进
旅游厕所建设。今年将建成1000座
农村无害化公厕，建成旅游厕所940
座以上。

同时，我市要做好农村改厕与生
活污水治理、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的有效衔接，推进厕所粪污无害
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鼓励引导经无
害化处理的人畜粪便作为有机肥就地
就近还田利用。

关键词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我市将开展农村垃圾分类试点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的重点。

高兴明介绍，今年，我市将按照
“户集、村收、镇（乡）转运、区域处理”
模式，不断完善农村生活垃圾前端收
集保洁作业体系、垃圾分类减量与资
源化利用回收体系、垃圾末端无害化
处理设施体系、垃圾治理成果长效管
理体系等，逐步消除垃圾治理空白村。

而对于极少数不具备集中收运处
理条件的偏远村庄，在不造成二次污
染的情况下，将采取“农户分类、村组
收集、村组处理”的村庄分散处理模式
进行处置。

同时，今年我市还将抓好农村非
正规生活垃圾堆放点整治，解决“垃圾
围村”、工业污染“上山下乡”等问题；
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
试点示范，让农村生活垃圾“变废为
宝”。

2019年底前，我市将新增农村生
活垃圾有效治理村200个，整治60个
非正规农村生活垃圾堆放点，建成
300个农村垃圾分类示范村。

关键词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我市将新建污水管网1790公里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影响最大、
难度最大、政府责任最重的工作。高
兴明说，今年，我市各级部门将要采取
有力有效措施，有重点、有次序推进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

“今年，我市将建设污水管网
1790公里，完成100座集中污水处理
设施技术改造。”高兴明介绍，我市将
支持有条件的地区，推动城镇污水管
网向周边村庄延伸覆盖。同时，加强
对人口聚集程度较高、污水产生规模
较大的乡镇和村聚居点现有污水处理
设施实行技术改造，分步推进集中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而对其他小型聚居
点和散居农户，采取人工湿地、农村改
厕、户用沼气、化粪池以及储粪还田等
多种形式治理分散污水。

与此同时，我市还将结合河长制
管理、村庄清洁行动，开展房前屋后沟
渠杂物清理，科学开展村内河道疏浚、
河沟池塘清淤、水域漂浮垃圾等清理，

着力恢复和拓展水域功能。

关键词 村容村貌

今年全面开展“三清一
改”村庄清洁行动

“村容村貌既直观反映农村文明
程度，也是美丽乡村的外在表现。”高
兴明介绍，今年，我市将对村庄环境卫
生脏乱差问题进行集中整治，让村容
村貌焕然一新。

首先，将以“清洁村庄助力乡村振
兴”为主题，以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突
出问题为重点，广泛动员村民群众，全
社会共同参与，全面开展“三清一改”
村庄清洁行动。

其次，要加强乡村建筑风貌引

导，广泛开展整治残垣断壁、私搭乱
建、乱堆乱放，开展农村旧房整治提
升行动，引导农户强化安全质量管理
和农房风貌管控。2019年，我市将
完成农村危房改造3万户，旧房整治
提升15万户，培训3000名农村建筑
工匠。

再次，按照把农村公路“建好、
管好、护好、运营好”的要求，加快建
设“四好农村路”，重点建设一批旅
游路、产业路、便民路，促使2019年
建设村民小组通畅工程达16000公
里，并促进城乡交通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

此外，我市还将实施入户道路工
程、村庄绿化工程、村庄亮化工程、村
庄文化工程等，大力提升村容村貌。

关键词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今年要完成40万头生猪当
量污染治理设施配套建设

“农业废弃物是放错地方的‘宝
贝’！利用好了，对改善农村生产生活
环境、提高土壤生产能力、治理农业面
源污染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高兴明
说。

那么，今年我市将如何推进农业
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首先要全面推进畜禽养殖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今年要完成40万
头生猪当量污染治理设施配套建
设。”高兴明说，要以畜牧大县（区）
和规模养殖场为重点，以农用有机
肥和农村能源为主要利用方向，构
建种养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引
导规模养殖场优化布局，完善畜禽
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设施，提高
资源化利用水平。

高兴明认为，摆在第二位的，是要
加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今年要使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84%。
因此，我市将突出农作物秸秆肥料化、
饲料化、能源化等利用方向，开展秸秆
综合利用试点示范。同时，要结合土
壤有机质提升、化肥减量化行动等，加
强秸秆就地还田利用。

另外，我市还将扎实推进废弃农
膜回收利用体系建设，促使2019年废
弃农膜回收利用率达到 72%以上。
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按照“谁使
用谁交回，谁销售谁回收、谁生产谁处
置”的原则，逐步建立完善农药包装废
弃物全面回收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