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 村 多 美 景乡 村 多 美 景 处 处 展 新 颜处 处 展 新 颜
——我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新探索巡礼我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新探索巡礼

本版编辑 乔浩光 张小青 组版 李 航 校对 叶明晓 2019年 11月 8日 星期五 深读06

深秋的落日散发余晖，河流、小山、农田，

都浸润在这片金色中，农人结束手中的农活，

缓缓地踏上回家的路，一切是如此宁静、美好。

这就是南阳的乡村，有千万种姿态：在田

园如诗画的西峡县丁河镇简村，白墙黛瓦的农

家院与绿树红花相互掩映；在碧波有千顷的淅

川县马蹬镇石桥村看山赏水；在生态古村落的

南召县云阳镇石头村品味乡愁……一张张“美

丽面孔”或妩媚多彩，或淡雅清新，竞相展示着

美丽乡村的动人颜值，生动演绎着幸福家园的

“田园梦想”。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南阳市作为南水北调核心水源保护区，担

负着一库清水永续北送的重大历史任务。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保持天蓝地绿山青水美，对

于南阳来说，显得责任尤为重大、使命尤为光

荣。美丽乡村建设如何既要有“现代衣”，也不

能少“传统魂”呢？为此，2018年 8月，全市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的号角响遍全市

4638个村庄。

各地积极推进农村垃圾治理、污水处理、

“厕所革命”等行动，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

支撑点，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发展新

格局。至目前，4220个行政村有效处理生活垃

圾，60万户完成无害化农厕改造，8200处游园

移步异景……

天蓝、水清、地净、村美，一幅让老百姓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感觉到自然舒适、留得住美

好记忆的美丽画卷日渐清晰。

新野县津湾村李红的一天是从垃圾分类开始

的。早晨 6时 30分，她开始为全家准备早饭，玉米

须和玉米皮丢进一个垃圾袋，绑青菜的红绳丢进

另一个垃圾袋。40分钟后，她提着两个垃圾袋出

门了，放在固定的投放点后，骑着电瓶车去村外上

班。

一大早，卧龙区王村乡的专职保洁员王运喜

又忙碌起来，像往常一样推着垃圾车，带着扫帚、

铁锨等工具，穿梭于村中的各条巷道。像王运喜

一样的乡村专兼职卫生保洁员，我市共有近 4万
名；诸如津湾村这样有效处理垃圾的村庄，全市共

有 4220个，占全市所有行政村的 91%。生活在其

间的村民们，让绿色生活方式慢慢成为习惯，装点

得乡村更加迷人。

诗画般的景致，自带光芒。干净整洁的背后，

源于我市以“清洁村庄行动”为抓手，全方位治理

农村垃圾，做到全域整治、全面清理、全时段保持，

打赢打好了“村庄清洁行动”春夏和秋冬战役。推

广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加快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步伐，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垃圾

清运、处理等问题，确保问题不反弹。目前，全市

16个县市区都采取了政府购买服务或城乡一体化

方式解决农村环卫问题，初步构建了“有人干事、

有钱办事、有章管事”的长效管护机制，农村环境

卫生状况明显改善。

日前，卧龙区农村乡镇 6座新建垃圾中转站全

部建成投入运行，6台新式平移垃圾运输车将农村

收集、转运的生活垃圾经中转站压缩后，运往市生

活垃圾处理厂。这标志着由政府主导的卧龙区农

村垃圾治理工程全面完工，“三网四化五极”战略

中城乡环卫一体化已全面实施。对于全市来说，

一些县区的垃圾虽然收集了，但垃圾处理能力和

水平明显不足，农村垃圾终端处理成为环境整治

的拦路虎。为此，南阳从现实需要出发，布局构建

了“东西南北中”五个方向的垃圾资源化、减量化

处理体系：在东部，社旗县投资 3.2亿元建设生物

质与垃圾焚烧热电联产项目；在西部，西峡县投资

6.5亿元建设垃圾发电项目，年底前可投入使用，

日处理农村生活垃圾 1000吨；在南部和北部，新野

县、镇平县的垃圾发电项目正在积极筹建当中；在

中部，宛城区、卧龙区等探索采用低温热解的办

法，减量化处理农村垃圾，目前共有 8个乡镇建成

或在建农村垃圾减量化处理中心。

清理垃圾让乡村一处美

“附近的人没事了，都爱到这儿逛逛。”镇

平县郭庄回族乡水河凉亭村的谢老汉站在投

资 30余万元重修的“水河凉亭”旁，看着以往

“藏污纳垢”让人掩鼻而过的坑塘旧貌换新

颜，听着阵阵鸟鸣，高兴地说。

这就是坑塘治理的成果，是真金白银的

落地见效。我市全面推进“千村万塘”综合整

治行动。利用三年时间对全市 2.01万座未治

理坑塘进行全面整治，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坑

塘存在的损毁、废弃、污染、淤积、干涸等突出

问题，恢复功能作用，发挥应有效益。截至 8
月底，全市累计投入坑塘治理资金 4.1亿元，

治理坑塘 8151座，初步构建起“未来能引、降

水能蓄、沥水能排、旱涝能调”的农村水网格

局和“水清岸绿、环境优美、生态良好、人水和

谐”的农村水文景观，夯实农村现有水利基础

设施，增强乡村振兴支撑。

“以前的厕所一个土坑两块板，蚊蝇成群

臭气熏天。现在是方便又干净啊！”提到自家

的新厕所，西峡县田关镇曹沟村的张老汉连连

称赞。

小厕所，大民生。我市积极推进“农村百

万厕所改造工程”，改出文明新环境。至目

前，累计完成无害化农村户用厕所改造 60万
户，占省计划 61万户的 98.36%；建立了质量

监控体系、户厕卫生状况和粪便处理卫生监

测体系等。到 2020年，全市将新改造农村无

害化卫生厕所 100万户，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

率达到 85%以上。目前，南召县、内乡县、鸭河工

区等地的一些有机蔬菜基地、有机万亩桃园和玉

兰园区等现代农业产业企业，正在积极利用农村

户厕粪便发展有机循环农业，成效初步显现。

农村垃圾处理、污水治理“两大难

题”得到有效破解。这是我市稳

步推进农村污水处理的抢眼

成绩单。按照“村点覆盖

全面、群众受益广泛、

设施运行常态、治污

效果良好”要求 ,紧
密结合“四水同

治”和农村污水

连片整治，推进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治理工作，以房

前 屋 后 河 塘 沟

渠、排水沟等为重

点进行清淤疏浚，

采取综合措施恢复水

生态，逐步消除农村黑臭

水体。全市 190个乡镇建设

了日处理能力 300吨以上的污水

处理设施，示范村、中心村等新建太阳

能、微动力等小型污水处理设施 570座，生活污水

完成治理的行政村 1213 个，处理率达到 26.2%，

黑臭水体得到治理的行政

村 2443个。

水清厕净让乡村一片美

听村里人讲自己的故事，似乎都关乎归

宿。今年 65岁的卢老太太，多年前因为制革

生意搬迁至桐柏县城，并且购置了两处房

产。可是，待到含饴弄孙的年纪，她还是回到

了村里的老房子。

听游客讲石头村的故事，似乎都关乎情怀。

踩着青石板，踏上青石桥，走进青石瓦屋……

在上海定居多年的张先生，每逢长假，总会带着

孩子来这里游玩，回忆着当初满山头追着蝴蝶

奔跑的童年时光。那熟悉的乡土乡音，被绵绵

的细雨织成淡淡的乡愁之网，萦绕心间。

立冬时节，万物尽藏。可南阳的远近乡

村，却依然鲜活。一处处的世外桃源，成为一

个个经济增长点。从昔日环境脏乱、活力匮

乏的村落，到如今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坚持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乡村，解读其两年来

的 筑 路 历

程，我们从中看

到的是南阳乡村不甘平

凡、谋求振兴的发展之路。

山水生态得以循环，村落肌理得以舒展。我

市以开展环境美、田园美、村庄美、庭院美“四美乡

村”创建活动为契机，全面提升村容村貌。持续抓

好“四好农村公路”、造林绿化等建设，推动远程医

疗教育等应用普及，推动县乡行政服务向行政村

延伸，尽量让群众“办事不出村”。至 10月底，完成

通组道路、排前路建设的行政村达 3120个，占全部

行政村比例 67%；村内新硬化的道路总里程 8691
公里，村庄绿化基本普及的行政村为 3154个，公共

照明设施基本覆盖的行政村有 2385个，建成文化

活动广场的行政村 3317个。开展“一拆四变”行

动，即拆除荒宅危房，村内空地变树园、菜园、花

园、游园。至目前，共拆除农村荒芜宅院和废旧房

屋 9.2万处、危房 3.5万多座，村庄内荒芜宅基地得

到整治的村庄有 1805个，整理出土地面积 1560多
公顷；平均每月清除陈年垃圾和坑塘淤泥 8.6万多

吨；建立菜园 102500处、树园 28700处、花园 24600
处、游园 8200处。

腾退污染产业，恢复生态环境。我市还以

“畜禽养殖污染整治行动”为契机，推进绿色生产

方式，激发出乡村振兴的蓬勃力量。全市 1200余
家规模以上畜禽养殖场完善了粪污配套设施。

淅川、内乡、西峡、邓州国家级典型流域农业面源

污染治理试点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全年测土配

方施肥技术面积 1500万亩次以上，主要农作物肥

料利用率提高到 38%以上。

舒展肌理让乡村处处美

在南阳，数千个美丽乡村正迎接属于

它们的黄金时代。农村面貌日新月异，城

乡差距逐步缩小，关于美丽的梦想越走越

近。乡村，不仅仅是农民的乡村，开放的姿态

赋予了它更丰富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

展生产力。在南阳，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早已成为一项贯穿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长期任务，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持之以恒抓落

实。目前，我市乡村环境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但还存在一些

问题和薄弱环节。一些乡村投入相对不足，群众满意度较低，发

展较不均衡。个别村庄建设规划掉队，致使基础设施建设、厕所

改造等有重复建设、资金浪费的可能。个别村庄存在畜禽分散养

殖污染环境等问题，存在面源污染。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有

待完善。

建设美丽南阳，离不开美丽乡村。从“一处美”到“一片美”到

“处处美”，再到“持续美”，需要久久为功，需要巧心经营。下一

步，全市农村人居环境要突出规划引领先行。强化村庄规划工作

组织领导，优先编制县域乡村布局规划，科学划定集聚提升类、特

色保护类等村庄；因地制宜编制实用性村庄建设规划，统筹考虑

产业发展、农户建设。全面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重点整治环

境敏感区、主要交通干线沿线。抓紧制定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分类

整治方案，建立工作台账并实行滚动销号制度。梯次推进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对距离城镇污水管网较近的村庄，逐步通过完善上

下水系统，接入市政管网统一处理；对乡镇政府所在地和经济条

件较好、居住相对集中的村庄，通过集中铺设污水管道，集中收

集，在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持续推进“厕所革命”。紧盯年度目

标，扎实有力推进，确保任务如期完成。加快推进农业生产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控制化肥农药施用量，引导农民科学用药、合理

施肥。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推进畜禽粪污、秸秆等农业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整治提升村容村貌。综合施策、建管并重，让农村的

山更绿、水更清、地更净，乡愁更加浓郁，百姓更加幸福！

静伫青山绿水间，远村近寨胜诗篇。美丽乡村、绿色发展，道

路能走多远？幸福满满的村民、纷至沓来的游客、漫山遍野的花

朵和缀满枝头的果实，就是最好的回答！②4

久久为功让乡村持续美

本报记者 任华裔

⬆清洁家园魅力显

⬇健身就在家门口

⬆“四好公路”通幸福

⬅厕所改造稳步行

⬅坑塘治理成效丰

⬅整齐划一更舒适

⬆美丽乡村景如画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任华裔 通讯员 鲍国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