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两年来完成农村改厕87.99万户
□本报记者 李珩

“以前上厕所就在猪圈，蚊子多，下脚都难，哪敢让
儿子领女朋友回家？”6月24日上午，璧山区璧泉街道虎
峰社区3组居民朱堂均一边打扫自家厕所，一边说，“如
今修了卫生厕所，干净又卫生，心情都舒畅了。”

朱堂均家厕所的“大变样”正是受益于我市开展的

农村改厕工作。来自市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两年来，
全市累计投入15.82亿元，对87.99万户厕所进行改造，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为79.67%；完成农村公厕改造
2450座，累计完成7407座。

按照计划，今年我市将完成农村改厕12万户。农
村改厕工作重点在哪里？给村民带来怎样的变化？就
此，重庆日报记者走访了我市部分区县。

一块木板两块砖，三尺栅栏围四边，这
曾是农村厕所的真实写照。未得到治理的
厕所粪污对环境和水源污染严重，导致痢疾
等肠道传染病高发，给群众健康带来巨大危
害。

“很多农民意识不到改厕与预防疾病之
间的关系，盖了漂亮的新房子，却舍不得为厕
所改造花钱。”市卫生健康委爱卫处处长李彤
说，在爱国卫生运动的诸多举措中，农村改厕
具有标志性意义，不仅体现了爱国卫生运动
中政府主导统筹谋划的特点，也反映了爱国
卫生运动预防为主的理念。

虽然农村改厕只是几平方米的小工

程，却是大民生。那农村改厕该怎么改？
健康环保是考虑的首要因素。“在农村改厕
建设标准方面，重庆引进三格式化粪池，中
间分三道隔室，通过贮存、过滤再排放。”李
彤说，粪水进行无害化处理后，基本达到

“有棚有盖，不渗不漏，无蛆无臭”的卫生标
准，从而有效阻断疾病传播途径。与此同
时，相关部门对改厕工作实施精细化管
理，即“一厕一档”，将台账建到村、落到
户。

农村改厕专项资金则由中央和地方财
政承担支出，我市还整合相关部门资源，把
农村改厕与脱贫攻坚、农村危旧房改造、扶

贫搬迁、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工作有机结
合，让农村改厕工作得到有力推进。

潼南相关委办局分别组建调研组和督
导组，适时开展调研督导，驻村干部还经常
到现场进行指导，以保证改厕的质量和标
准。

在沙坪坝区，项目涉及镇村还向改厕户
发放了改厕服务卡，公布改厕质量监督及服
务电话，两年内厕具出现任何问题，均可上
门维修，解了村民的后顾之忧。

“改造这个厕所，街道和村里的干部没
少往我家跑，我放心得很。”潼南区宝龙镇白
庙村村民補永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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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农村改厕推进得并
不顺利。“几十年都是这样，有
啥好改的？费事。”这是不少
村民对农村改厕最初的态度，

该怎么办？
渝北区玉峰山镇玉峰村二十一

社的余木平就很抗拒改厕。从去年
起，玉峰山镇落实专人入户进行宣
传，开院坝会、发宣传单、看宣传片，
引导群众参与改厕工作、认同厕所
革命。为打消群众顾虑，该镇发动

村干部、党员率先带头改厕。
玉峰村党委副书记雷世勇就是

带头人之一。“改造后的厕所没有
了臭味，也没有蚊蝇，周围邻居都
来参观，看到卫生厕所又干净又方
便，也都跟着进行了改造。”雷世勇
说。

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越来
越多的村民明白了农村改厕的重要
性。慢慢地，村民的观念逐渐从“要
我改”转变为“我要改”。

“农村改厕难就难在观念的
转变上。”李彤说，农村改厕的关
键是要引导人们改变不良卫生习
惯，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从源头上控制肠道传染疾病的
发生和流行，从而保障群众身体
健康。为此，他们督促镇街、村
居在验收每一户化粪池时，务必
同群众讲明、讲透维护管理的重
要性，着力改变重建设、轻管理的
现状。

难在哪？从“要我改”转变为“我要改”

以前城里人来农村最怕上厕所，现在农村的厕所干净又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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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廖雪梅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宏观政
策调节尤为关键。

如何让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
6月27日，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封毅在接
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当前形势下，
将咬紧牙关、惠企利民，加大逆周期调节，把
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发挥得更加充分，为做
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提供坚实支
撑。

财政运行
“难”与“难得”并存

封毅认为，如今，整个财政运行是一个“难”
与“难得”并存的局面。

“难”，指难在收支平衡。主要用来保基本民
生、保工资、保运转的一般公共预算，1到5月收
入85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出现下降，收支平
衡的难度陡增。

“但财政运行既要看到‘难’，也要看到‘难

得’。”封毅说，从区域来看，收入的趋势已经向
好：1至5月，29个区县和34个区县的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税收收入均出现降幅收窄，其中收窄
幅度超过5个百分点的分别有10个区县、19个
区县。

从单月税收看，也是一个“V”型走势，降幅
逐步收窄。

“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
虽然增大了支出保障的压力，但并没有超出预
期，财政运行总体是平稳的。”他说。

今年以来，我市疫情防控所需资金应保尽
保，截至目前已累计安排了30亿元，较好发挥了
社会稳定器作用。

不仅如此，我市通过实施中小微企业渡难关
12条、扶持企业40条，以及诸多减税、降费、奖补
政策，切实帮扶企业；通过加大社会救助，保住了
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比如今年已向低保对象
等困难群众发放价格临时补贴3.9亿元，惠及
512万人次；比如失业保险稳岗返还，预计全年
可返40亿元。

我市还加大转移支付，目前下达区县的转移
支付相当于去年全年的80%，重点向贫困区县、
民族区县和重点生态保护区县倾斜，兜住了基层
运转的底线。

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发力，全市经济社会运
行秩序恢复较好。3月，电子、医药、消费品等产
业增速分别为28.3%、19.5%和12.9%。4月，全
市外贸进出口538.8亿元，同比增长26.4%，笔
电、智能穿戴等电子信息产品出口态势良好。

支出保障
政府自身开支做减法

“无论是群众生活、基层运转、疫情防控，
还是企业纾困解难等，都得到财政强有力的保
障。这些，是用政府过紧日子换来的。”封毅
说。

今年初，市政府出台过紧日子10条举措，明
确了控一般、控增支、控账户，退到期、退奖补，建
支出标准、建审查机制等改革性措施，近期又从
整体压减一般性项目15%、专项资金10%等方
面，出台了力度更大的20条举措。

比如公务用车，今年我市所有党政机关、事
业单位、国有企业停购，建起车辆运行、新购的统
一管理机制。比如课题、规划、培训经费，都将推
动预算从“控规模”向“控标准”转变。

为把紧日子过好，重庆从长效上抓了三件
事——

一是营造过紧日子的氛围。各级党委、政府
通过全过程、全方位、全覆盖绩效管理，把花钱和
问效绑在一起，压力层层传导、责任层层落实。

二是织密过紧日子的制度。从前、中、后卡
住预算口子，年初预算安排、年度中追加必须经
过公开评审，预决算必须统一公开，年底未用完
的钱必须统一收回，打破基数概念和支出固化格
局。从上、中、下规范预算流程，统一签批，统一
向人大报告重点专项，统一建立项目库滚动机

制。预算安排还与绩效结果挂钩，不仅当年有奖
惩，还同步增减次年预算总额。

三是攻克过紧日子的难点。对存量，除基
本支出、民生支出以外，按统一比例压减部门、
单位的支出。对增量，年度中重点增支必须上
政府常务会审议、重大增支必须向人大报告。
在面上，立足直辖市扁平化的管理特点，市里各
项过紧日子措施，区县“不低于市级”标准落
实。在点上，既以公开评审压减部门专项，又鼓
励区县统筹市级资金，两侧发力、相向而行。政
府过紧日子，已成为全市各级各部门的共识和
行动。

托盘兜底
增加重点领域的投入

“政府过紧日子，是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
积极有为腾出更大的空间。省出来的钱，除了平
衡减收的影响，还腾退一部分保障关键领域，稳
住经济基本盘、兜牢民生底线。”他介绍。

比如脱贫攻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已经进入
倒计时，为做好应对疫情冲击这一道“加试题”，
前不久市级新增了7.7亿元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全年增幅为20%，总额为23亿元，目前已下拨了
90%，有效推动扶贫项目建设和扶贫产业复工复
产、贫困人口务工增收。

比如生态保护，三年污染防治攻坚战今年扫
尾。1到5月，全市生态环保财政投入总额296

亿元，重点用在了水、土、大气等污染防治和生态
修复、三峡库区生态建设上。

比如居民就业，市里稳就业促就业23条措
施出台后，最近新增安排了4亿元资金，用于引
导农民工转移就业、困难人员兜底保障等。

比如基本民生，在今年初的支出盘子当中，
教育、社保、医疗三项在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占比
超过40%。

封毅透露，为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对冲企业
经营困难、对冲基层“三保”压力、对冲疫情减收
影响，财政部已明确，今年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
极有为的措施主要包括适当提高赤字率、增加政
府投资、加大减税降费、加大转移支付、加强预算
平衡五个方面。这些政策措施，都侧重于财政支
出端发力。为让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
重庆将继续聚焦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增加投入，在
四个方面深度发力——

加力减负，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帮助企
业渡过难关。

倾斜区县，基层是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
市场主体的第一线，发挥的作用更直接，基层
拿到钱后，能够让政策红利更快惠及企业和群
众。

补齐短板，统筹政府基金和公共资源，用好
用活债券资金，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重点投向
铁路、高速公路、两江四岸等重大建设项目，加强
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

节用裕民，政府过紧日子，把省下来的钱用
于对冲减收、改善民生。

支撑“六稳”助力“六保”重庆怎么干
——市财政局负责人解读我市如何让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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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累计投入1515..8282亿元亿元
对8787..9999万户万户厕所进行改造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为7979..6767%%
完成农村公厕改造24502450座座
累计完成74077407座座

我市对10001000余户余户农户改厕效果进行了抽样调研
农村改厕工作满意度达8484..66%%

从今年1月至5月底
全市累计改建农村户厕44..22472247万户万户、公厕6868座座
分别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3333..8686%%、1616..6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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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朱堂均家看到：房屋掩映
在绿树中，外墙贴着仿古砖。一进门
是宽敞的客厅，厕所位于左侧，厕所面
积约有3平方米，贴着白色瓷砖，冲水
式蹲便器、淋浴设施一应俱全。离房
屋不远处，则是盖着井盖的三格式化
粪池。

“以前上厕所就在猪圈，夏天臭气
熏天，冬天冷风钻，屋顶还漏水。”朱堂
均说，2015年，她查出患有乳腺癌，术
后需长期服药，干不了重活的她成为

低保户。2019年，结合农村D级危房
改造，朱堂均家修起了卫生厕所。

对于现在的卫生厕所，44岁的朱
堂均很是满意。她说，不仅家里环境
改变了，也改变了全家人的卫生习惯，
他们一家还被璧泉街道办事处评为卫

生文明户。
“上完厕所要冲水，饭前便后要洗

手，这些我都晓得。”朱堂均说，儿子好
几次回家不洗手，都被她“教训”了，她
还会给住在隔壁的叔父讲授健康知
识，“现在条件好了，是要讲卫生噻，才

能少生病。”
作为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举措，

农村改厕不仅改变了农村人居环境，
还让文明健康理念深入百姓心中，增
强了群众的获得感。朱堂均说，去年
她种下了20多棵樱桃树，今年又种了

10棵枇杷树，打算发展乡村旅游，“以
前城里人来农村最怕上厕所，改厕后
就和城里一样，农村空气好，又能摘果
子，可以得很！”

来自市卫生健康委统计数据显
示，2019年，我市对1000余户农户改
厕效果进行了抽样调研，数据显示，农
村改厕工作满意度达84.6%。从今年
1月至5月底，全市累计改建农村户厕
4.2247万户、公厕68座，分别完成年
度目标任务的33.86%、16.67%。

啥变化？环境美了，文明健康理念深入人心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