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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市中心城区公厕总数613座，超过国家规定的设置标准——

南阳公厕：在“厕所革命”中变变变
□本报记者 杨天骄 通讯员 张 楠 文/图

本报讯（记者李 阳）
12月 6日，市环境污染防治
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在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中认
识不足、重视不够、问题突出
的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进行公
开约谈，通报其存在的突出
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

日前，省、市环境督查组
在现场督查时发现，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存在有页岩砖厂
变压器仍未拆除到位；嵩山
南路临街口仍未实施砌墙封
堵；城乡接合部、背街小巷道
路清扫保洁不到位，洒水不
及时；城中村垃圾随意倾倒，
未及时清理覆盖；散煤整治
取缔不彻底，部分餐饮饭店
油烟净化设施未正常使用的
突出问题。以上问题被省、
市督查组多次发现并通报，

但迟迟没有有效解决，现市
环境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
要求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
确保第一时间整改到位。

该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对约谈指出的问题虚心接
受，下一步将加大人力、物
力等投入，坚决遏制各类违
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对
未拆除到位的变压器和相
关生产设施，立即断水断
电、切割管道、清理覆盖原
材料料堆；加大洒水保洁和
垃圾清运力度，建立完善城
中村保洁措施；清理取缔小

“散乱污”企业和油烟处理
不达标的餐饮门店，并加强
日常巡查监管；对顶风违法
违规生产经营的，要顶格处
罚，连日计罚；构成犯罪的，
移交司法机关。⑩3

大气污染防治不力

约谈

本报讯(记者李 辉 通
讯员王 炜)“整治得好，这里
可变得清爽了！”12月5日，当
看到嵩山路南段影响市容的
乱搭、乱建简易棚和违规驾校
训练场，被执法人员清除后，
过往的市民纷纷叫好。

当日上午，枣林街道办
事处组织城建、环保等执法
部门，出动执法人员 80余
人及大型机械 1台，在公安
和社区人员的配合下，统一
行动，对嵩山路南段私搭乱
建简易棚、水泥车、沙车、驾

校训练场进行了强制拆除
和清理，彻底清除了影响市
容市貌的乱象，为周边环境
治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赢得了周
边群众的称赞。

记者看到，当天的集中
整治行动共拆除私搭乱建简
易棚30余间约600平方米，
破除驾校训练场地 2个约
4000平方米，清除水泥车 2
辆，沙车3辆，清理乱堆乱放
杂物4车，清理垃圾50余立
方米。⑩3

私搭乱建简易棚

拆除

本 报 讯（全 媒 体 记 者
韩 冰）12月18日～22日，

“庆祝十九大，讴歌新时代”
中原文化大舞台河南省曲剧
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河南省
曲剧团）演出周活动，将在我
市 启 动 。 今 起 至 12月 11
日，居民可登录专题网站或
微信进行投票，选出希望看
到的心爱剧目。

河南省曲剧艺术保护传
承中心（河南省曲剧团）是河
南曲剧唯一的省级专业表演
团体，素以剧目丰富、行当齐
全、队伍精良而著称，涌现出
了一大批优秀曲剧表演艺术
家。该团体排演的现代剧、
传统剧、新编历史剧多次获
得国家级奖项，受到海内外
戏迷朋友的欢迎。

即日起，居民可以登录
南阳网专题网站（dwt.01ny.
cn）或者扫描南阳网微信公
众号二维码关注并点击“精
彩剧目”，为自己喜欢的剧
目进行投票，每人每天可以
投 1次，每次选投 1～7个剧
目。投票时间截止到 12月
11日 12:00。届时，该中心
将根据投票选出的 7个剧
目作为本次演出周的演出
剧目。⑩3

中原文化大舞台剧目票选启动

挑选“精彩剧目”
过足曲剧戏瘾

12月 6日，记者来到卧龙
路与车站路交叉口西北角的
公厕，碰上了刚刚从卫生间走
出的褚大爷。他很惊奇，“附
近 居 然 有 这 么 干 净 的 卫 生
间。”记者如厕发现，不但厕内
飘着淡淡的檀香味，整个设施
洁净明亮，厕内还有绿植装
饰。他很感慨，“过去公厕条
件是真差，不但臭气熏天，苍
蝇乱飞。便桶还处处黄渍，气
味刺鼻。有人如厕也不冲水，
如厕后也没有洗手的地方。

每次是憋着一口气冲进去，一
路小跑逃出来。”公厕保洁员
黄大姐告诉记者，现在只要有
一两个人如厕完，他们就会进
入公厕查看卫生情况，及时清
理。

记者随后又来到位于卧龙
大桥北游园内、市人民公园西门
口、119消防大楼前的多个公共
厕所。发现如今这些厕所管理
的都非常到位，除了内部环境干
净整洁、处处可见文明标语外，
部分公厕还装上了智能除臭机，

甚至有些公厕还在盥洗池旁摆
放有茶几和靠椅。多数公厕非
常贴心地设计了幼儿洗手池、残
疾人无障碍通道及残疾人扶手，
残疾人如厕也不再是难题。在
滨河路艺校附近等处的公厕还
设置有“第三卫生间”，确保公共
厕所真正的公共化，能照顾到社
会各类群体。⑩3

环境雅致 洁净舒适别有洞天

如果把时间前推四五年，
重新梳理一下我市中心城区的
环卫基础设施，不难发现，其实
我市环卫设施一直处于“欠账”
状态，除了市民不同意、让路于
重点工程等问题外，甚至部分
已建好的公厕也因各种原因被
拆除，这些公厕建设中的“拦路
虎”，使得城区公厕难以取得突
破性进展。

否极泰来，公厕建设随着我

市“双创”工作的开展出现重大
转机，公厕建设作为创卫“硬件”
标准，受到全市各级部门高度重
视。尽管建设的过程异常艰难，
但现在无论是在数量上或者布
局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据环卫部门有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我市中心城区公厕按
照行业设置要求，基本上满足
了市民群众如厕需要。已经达
到或超过了国家标准《城市环

境 卫 生 设 施 规 划 规 范 的 规
定》。在中心城区，居住用地公
厕设置密度达到 3～5座/平方
公里，间距为 500～800米；公
共设施用地设置密度为4～11
座/平 方 公 里 ，间 距 为 300～
500米；工业用地和仓储用地
设 置 密 度 为 1～2座/平 方 公
里，间距为 800～1000米。在
人流量大、公厕数量不足的地
段，还设立有流动公厕。

布局合理 拔掉建厕“拦路虎”

“现在出门散步闲逛，公厕
好找多了。”12月 6日，一位在
白河国家城市湿地公园遛弯儿
的市民老范告诉记者。他明显
感觉，这一两年城区公厕数量
明显增多。

其实，自 2012年始，我市
的公厕建设就进入了快速发展
期。记者从环卫部门了解到，我
市中心城区公厕建设突破有两

个节点，第一个是2012年为迎
接农运会，建设了 43座公厕。
第二个是“双创”工作的开展，3
年来在市区新建公厕230座。

“每建一座公厕都费很大
劲！”市环卫处相关负责人感
慨。虽然大家都盼早日解决如
厕难题，但谁都不愿与公厕做

“邻居”。为此市区环卫部门多
方协调，克服环卫设施建设“避

邻”所带来的选址难、建设难的
困境，在市城区新建公厕 230
座，升级不达标水冲式公厕
142座，拆除改造旱厕 291座
（改造77座，拆除214座）。

目前，市中心城区公厕总
数 613座，整体数量超过建设
部《城镇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
准》关于公厕设置数量的标准，
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硬件扎实 建设数量超“国标”

物质文明看厨房，精神文
明看厕所。小厕所蕴含大民
生，它是城市文明程度的一面
镜子，既反映着一座城市经济

社会发展状况，更反映出市民
的文明素质。近年来，我市在
城区公厕的建设、改造、提升上
亮点频现，街头、社区、景区内

星级公厕更是不胜枚举。“厕所
革命”，不仅提高了南阳人的幸
福指数，更引领着南阳人的美
好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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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持不懈推进‘厕所革命’努力补齐影

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12月 3日，我市“厕所革命”（2018-2020）工作会议召
开，对全市2018-2020年“厕所革命”工作进行部署。为更好宣传、推进“厕所革命”
工作，本报今起开设“厕所革命”在南阳栏目进行系列报道。

““厕所革命厕所革命””
在南阳在南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