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既是一项发展工程，也是一项
德政工程、民心工程。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是一项民生
工程，也是一项长期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会一劳永
逸，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城乡环境是一个地区的“脸面”，是展示文明程度的窗
口，是招商引资的名片。环境越美，形象越好，就越能增强区
域竞争力和影响力，就越能汇聚人气、吸纳财富、创造商机。

没有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任何工作都难以开展。延津
正是把发动群众作为开展工作的根本动力，才保证了工作
顺利开展。

城乡环境综合整治不是哪个部门的事，而是全县的
大事。延津统一思想认识，全县干部群众密切配合、共同

参与，形成了工作开展的强大合力，确保了整治效
果。

与群众的期盼相比，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
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一是受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制约，综合整治反复性强，农村治理任务依
然艰巨。二是基层群众思想认识还需进一

步提升，长效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

环境整治在路上
□新 观

美丽乡村健身忙

乡风越来越好，“好媳妇”层出不穷

广场舞跳出农民的“精气神”

家住“花园”笑口常开

环境整治给孩子们一个美好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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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网格化”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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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津城乡面貌为何变了样？
——延津县城乡环境卫生“网格化”管理纪实

□新乡观察记者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李建彬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难，难在哪儿？
难在垃圾没处放，难在问题没人管，

难在坚持与监督。
延津县制订了《环境卫生网格化管理

实施方案》，将全县划分为 372 个管理单元
（县城区 5 个管理区、32 个管理单元，
乡镇 12 个管理区、340 个管理单元），

建立“三包五定”（包路段、包卫
生、包秩序，定岗位、定人员、

定职责、定奖惩、定经费）责
任制，实行条块结合、以

块为主、分级管理、逐级负责的县、乡、区、
班（组）四级管理体制，推进城乡环境卫生
网格化管理。全县城乡环境卫生网格化
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综合协调，县城管
服务中心负责日常管理和指导，县行政执
法局负责监督考核。

“三级联动，网格化管理”，将整治任
务分解落实到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形成各
乡镇、管理区、各班组一级抓一级、层层抓
落实的工作机制，切实推动农村环境整治
工作制度化、常态化。

延津建立了“村收集、乡运输、县处
理”的垃圾清运机制。在全县每个村设

置 1-2 处垃圾堆放点，每天由环卫工
人收集日常生活垃圾，各乡镇安排垃

圾压缩车逐村收集，运往县垃圾
处理场集中处理，基本实现农村

垃圾“日产日清日处理”。为
调动镇村清运垃圾的积极性，

延津按照每人每天产生 0.3
公斤生活垃圾的标准来核

定每个乡镇和村的垃圾
量，作为年底考核的重要
指标。同时，对垃圾清

运实行以奖代补，按照每吨公里 1.36 元
的标准对各乡镇进行奖励。截至目前，
全县共新建垃圾池（箱）360 个，平均日
清运处理垃圾 220 吨（含城区）。

为 保 证“ 把 实 事 办 好 ，把 好 事 办
实”，延津将城乡环境卫生网格化管理
工作列入政府目标管理内容，作为年终
考核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明确责任，
狠抓落实。印发《监督考核方案》，成立
专项考核组，每两个月对各乡镇进行一
次考核排名，对前 3 名的乡镇、前 36 名
的村庄颁发“流动红旗”，对最后一名乡
镇颁发“流动黑旗”。年终进行总排名，

对先进单位进行奖励，对相关负责人给
予通报表扬和嘉奖。对年度连续两次
或累计 4 次被插上流动黑旗的乡镇，给
予黄牌警告，责令乡镇长写出书面检
查，对分管副职通报批评；连续三次以
上或累计 5 次以上被插上流动黑旗的
乡镇，取消当年评先评优资格，给予乡
镇长通报批评直至停职检查，分管副
职停职检查直至免职处理。

延津县委书记祁文华说，延津要逐
步建立村庄道路、供排水、垃圾和污水
处理等基础设施的长效管护制度，逐步
实现城乡管理一体化。

干线公路两侧是一个县的“脸面”，这
个区域的环境整治直接影响到延津的形
象。

延津对境内的 5 条干线公路（郑滑公
路、新长北线、新长南线、迎宾大道、S307）
大力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加强路面维修
和保洁，清理两侧垃圾和沟渠漂浮物，对
可视范围内的私搭乱建、乱扯乱挂、乱涂
乱画、店外经营、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放
集中治理，对可视范围内的广告牌匾、公
交站牌、交通指示牌等进行管护保洁，对
两侧植被和墙体进行补栽和涂白。通过
综合整治，有效解决了干线公路环境脏乱
差问题，切实达到整洁优美、焕然一新、令
人眼前一亮的效果。

如果说干线公路两侧是延津县的“脸
蛋儿”，那么农村地区就是“耳后根”，洗脸
咋能不洗耳后根？

延津通过下乡调研发现，部分农村道
路年久失修，无法满足农村群众生产生活
需要。为切实改变这一现状，解决群众出
行难问题，延津县采取乡村筹一点、群众
捐一点、县财政兜底的方式，总投资 3850
万元，按照每个乡镇 10 公里的标准，对农
村极差道路进行改造。截至目前，已改造
20公里，其他改造工程正在有序进行。

延津按照全市统一安排，结合本地实

际，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示范
村和达标村创建活动，突出示范带动，引
领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县委、县政府领导
多次带领相关人员对全县 340 个行政村、
镇区、新型农村社区、干线公路环境综合
整治情况进行集中考评，重点对乡镇党委
书记、乡镇长各分包的 3 个村进行排名。
通过考评，共评出示范村 24 个、达标村 72
个。在创建过程中，群众满意率达 98%以
上，“农村就是这样”的旧观念得到转变。
各级干部迎难而上、苦干实干，“5 + 2”、

“白+黑”成为工作常态，干部作风和能力
得到了锤炼和提升。

在财力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县财政筹
措 2000 万元资金，专项用于城乡环卫设
备购置和保洁队伍建设，其中各乡镇所需
经费县、乡两级按照 1∶1 的比例共同承
担。全县共配备环卫工人 1640 名、环卫
车辆 975 辆，并统一配发环卫服装和保洁
工具，做到机构、人员、资金三到位，确保
了清扫保洁工作扎实开展。

截至目前，该县财政累计投入资金
5137 万元，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立保洁
队伍、购买机械设备等。出资 1200 万元
用于示范村创建，全县 12 个乡（镇）每个
乡（镇）创建 2 个示范村，每个示范村投入
50 万元，用于村内各项基础设施建设。

祁文华说，长期以来，部分农民存在
的不良生活习惯和环保意识不强，是造成
农村环境脏乱差的根本所在。

要从改变农民不良生活习惯入手，坚
持乡村干部带头示范，采取群众喜闻乐见
的形式，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积极开展文明村镇、文明社区、星级文明
户等创建活动，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
使“改善人居环境、提高生活质量”成为农
民群众的自觉行动，提高群众文明意识，
促进乡风村风文明。

延津通过召开县、乡、村三级干部誓
师大会、出动宣传车、刷写固定标语、制作
道德文化墙、发放明白纸等形式，不断加
大宣传力度，浓厚舆论氛围，发挥农村党
员、老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组织群众开
展房前屋后整治、评比活动，全面掀起城
乡环境卫生整治高潮。人改变环境，环境
也改变人。通过整治活动的不断深入，整
治效果的不断显现，群众的思想观念、言
谈举止、生活习惯不知不觉被潜移默化，
有的群众看到周围村的村容村貌比自己
村好时，会主动找到村干部要求改变现
状，“人人参与创建，共建美好家园”日渐

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
延津把环境整治成果作为检验农村

党支部战斗力强弱的重要内容，以此作为
考察村党支部书记工作能力的重要依据，
从而充分调动了村级党组织的积极性。
充分发挥村规民约作用，把村规民约作为
提高群众思想意识的有力武器，引导村民
自我管理、清洁乡村，并将不良生活习惯
和不文明行为印制成宣传手册，向群众发
放，着力提高广大群众的生态意识、保洁
意识、文明意识，促进健康生活习惯的养
成。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加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积极开展文明村
镇、文明社区、星级文明户等创建活动，巩
固省级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提高群众文明
意识，促进乡风村风文明。

活动开展以来，创建了一批文明村镇
和文明社区，司寨乡被评为省级文明村
镇，石婆固镇被评为全省创建工作先进村
镇，王楼镇等 6 个村镇被评为市级文明村
镇，111 个村被评为县级文明村。东屯社
区、榆东社区、中苑社区被命名为文明社
区，祥安社区、凤苑社区被评为“最美社
区”。

2014年，为有效解决垃圾围城、围村、围
路、围河问题，切实提高清扫保洁质量和垃圾
清运效率，努力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延津县结合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坚
持以城乡环境卫生网格化管理为抓手，以营造城乡
宜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为目的，建立健全分级管
理、资金投入、宣传发动、垃圾清运、监督考核五项
长效机制，突出抓好干线公路环境综合整治、农村
极差道路改造、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和达标村创建
等三项重点工作，城乡面貌和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明
显改善，群众素质明显提高，百姓满意度和幸福感
明显提升，干部作风明显转变，被省住建厅评
为“无害化垃圾处理先进单位”和新乡市唯一
的“城市市容环境卫生工作先进单位”。

清扫出来的垃圾怎么办BB

“脸蛋儿”“耳后根”都要“洗”CC

文明乡风也是环境整治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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