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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成为风景
颜值大大提升

每适周末，酷爱旅游的王先生都喜
欢自驾到周边转转。他告诉记者，过去
带着坐轮椅的老母亲出门很不方便，现
在我省少林寺、老君山、芒砀山等不少
景区都有了第三卫生间，方便老人、孩
子、残疾人等需要亲属陪伴的人群如
厕。“这样的设计让我们带着孩子、老人
使用起来很方便、安全，非常人性化。”

厕所问题是个难以言说的尴尬话
题。过去脏乱差的卫生状况，让许多游
客望而止步。更有极端的例子，说一些
外国游客不敢吃不敢喝，就是为了少上
厕所。厕所是文明的重要窗口，是旅游
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是一个国
家和地区文明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的重
要体现，这也让我国旅游业痛下决心，从
2015年起，在全国掀起一场厕所革命风
暴。两年多来，我省深入推进厕所革命
工作，全省旅游厕所带来脱胎换骨的变
化，游客的感受最为直接。

美国游客珍妮体验过清明上河园

的厕所后，连连称赞：“太意外了，厕所
里摆放着绿色的盆景，还播放着悦耳的
音乐，很高级，很干净！”

不仅是知名景区，我省厕所革命已
从景区到全域，从城市延展到农村。在
新县、栾川的乡村旅游线路上，旅游厕
所也是干净美丽。全省不少旅游厕所
配备了背景音乐、免费WiFi网络、手机
充电、物品寄存柜、婴儿哺乳室等便民
服务项目。厕所标识清晰，配有第三卫
生间、儿童专用洗手间、化妆间。纸品、
洗手液等更是成为标配。

在我省旅游厕所建设中，新建改建
的旅游厕所被要求增加女性厕位、增加
座式马桶、改善厕所卫生，厕所的颜值
大幅提升。过去选在脏乱阴暗角落，现
在选在便于人们找寻的地方，不再是见
不得人的藏在一角，而是与自然山水融
为一体，成为风景的组成部分，成了游
客拍照晒图的热点亮点。

星级厕所建设
支撑景区评定

厕所革命看似小事，却非小事，小

小厕所影响的是旅游大环境、大形象、
大品牌，关系到广大游客的切身利益。

党政统筹全域共建共管
我省把厕所革命作为一项事关旅

游发展、事关地区形象的重要事业来对
待，将厕所革命作为全域旅游示范区创
建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推动由旅游部
门单一抓向党政统筹、社会力量共同抓
转变。

2015年 7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旅游厕所建设管
理行动方案的通知》下发，对我省厕所
革命工作作出了安排与部署。

省旅游局向各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党委、政府发函，积极与发改委、
财政、交通等省直部门协商，呼吁各
地、各部门共同努力，以厕所革命为突
破口，促进全省旅游业持续快速健康
发展。

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济源等市
的市委书记分别对厕所革命工作作出
批示。各地相继成立了厕所革命领导
小组，制订了厕所建设管理三年行动实
施计划。

由于得民心、顺民意、惠民生，正在

推动中的厕所革命得到了各地政府和
各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得到社会各界
的高度认可和参与。

为凝聚起相关部门的合力，省旅
游局推动省政府有关文件中对旅游厕
所的建设和管理的部门合作提出了要
求。如A级旅游景区、星级旅游饭店、
旅游集散（服务）中心的厕所由各级旅
游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建设管理；旅游
交通线路厕所本着属地管理原则，由
当地政府负责建设管理；乡村旅游点
的公共厕所和农户厕所由各乡镇政府
负责建设管理；机场的厕所由省民航
局负责建设管理；高铁站、火车站的厕
所由郑州铁路局负责建设管理等。形
成了部门联动、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
良好局面。

旅游厕所建设成为硬杠杠
全省对A级旅游景区旅游厕所实

行“一票否决”。因为旅游厕所等问题，
今年首次对1家 4A级旅游景区摘牌，
对6家4A级旅游景区通报批评并限期
整改。

省旅游局明确提出将旅游厕所建
设管理纳入创建及复核 A 级旅游景

区、星级旅游饭店、旅游标准化试点示
范单位、国家和省级旅游度假区、国家
级生态旅游示范区、全国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示范点、全省乡村旅游示范
县（乡镇、村）等工作中，作为重要指标
来考核。同时，还把旅游厕所建设管
理情况与评先评优挂钩，对厕所革命
工作滞后的地区和单位进行通报批
评。

省文明办将旅游厕所的文明状况
纳入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创
建和地域文明指数测评的重要内容。

许昌市、济源市、洛阳栾川县、新
安县、新县等地把厕所革命纳入新型
城镇化建设重要项目，纳入“文明镇
街、文明村居”创建考核内容，将厕所
革命延伸到城乡建设中去，成为解决
城乡卫生环境难题的突破口，将旅游
厕所建设纳入美丽乡村、洁美家园等
工程中一并部署安排，形成全域化的
厕所革命。

见苗浇水资金保证是关键
省旅游局采取见苗浇水的办法，

谁真干、大干、多干、快干，就支持谁。
截至目前，中央、省级财政共用于我省
厕所补助资金达 8610 万元。各地也
纷纷筹措资金加大投入，保障厕所建
设任务完成。如郑州市对新建达到
3A、2A、A 级标准的厕所分别补助 9
万元、6 万元、3 万元；改建达到 3A、
2A、A 级 A 级标准的厕所分别补助 6
万元、3万元、1万元。过去两年共支
出旅游厕所财政奖补资金 1450 万
元。今年还计划奖补旅游厕所建设管
理资金1000万元，极大地调动了基层
抓好厕所建设管理的积极性。洛阳市
也先后投入近 1000 万元资金用于补
助全市旅游厕所建设管理工作。政府
奖补资金的引导，也有效带动了企业、
社会对厕所建设的投入。

从景区厕所革命
到城乡厕所革命

厕所革命成效不仅在于厕所建设
管理方面，更在于其已成为引领文明旅
游、引领文明新风的重要窗口。通过两
年多努力，声势浩大的厕所革命已从景
区走向全域、从城市走向农村，成为遍
及城乡的一场社会革命，大大提升了百
姓的文明出游程度，彻底改变偏远农村
的公共环境和卫生习惯。

栾川县、新安县在游客集中的商业
步行街、街心游览区域等地方，建设投
入了一部分商厕一体的店铺，效果很
好。

安阳市由环卫部门出面，在城市街
道、公园、广场等地建设了符合A级标
准的旅游厕所。

濮阳市清丰县结合城市创建工作，
成立“厕所开放联盟”，推动机关和企事
业单位免费开放内部厕所，在街道醒目
位置设置“内部厕所、对外开放”的指示
标牌，形成了全社会广泛参与的良好氛
围。

新县为加强旅游厕所的日常管理，
全县所有厕所均由乡镇书记、副书记、
乡镇长、副镇长、景区总经理、副总经理
等领导担任“厕所所长”，制牌上墙，标
明姓名职务。

全省各地通过制作厕所文明宣传
马甲，征集厕所文明宣传口号和漫画，
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厕所革命和
厕所文明宣传。引导游客和群众养成
良好卫生习惯，提升游客的公德心和文
明意识。

如今，我省上下正在积极贯彻落实
河南省旅游业转型升级工作会议重要
精神。关山初度尘未洗，策马扬鞭再奋
蹄。站在这个关键节点上，厕所革命成
为我省补齐旅游发展短板、全社会全面
提升公共服务设施的重要任务。全省
旅游系统将以此为切入点，抢占发展机
遇，为将旅游业培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
新优势持续发力！

一、综合推进类先进单位

郑州中牟县文化广电旅游局、洛阳栾川县旅游工作
委员会、安阳林州市旅游局、焦作修武县旅游发展委员
会、漯河临颍县旅游产业发展中心、平顶山鲁山县旅游
局、商丘睢阳区文化旅游局、鹤壁淇滨区旅游局、三门峡
陕州区旅游局、驻马店遂平县旅游局、永城市旅游服务
中心

二、管理创新类先进单位

郑州古柏渡飞黄旅游区、开封万岁山游览区、洛阳
老君山景区、驻马店泌阳县旅游局、信阳新县旅游局、周
口淮阳县旅游局、三门峡市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开封神垕古镇旅游开发公司、漯河沙澧春天生态园、新
蔡县环境卫生管理站

三、文明宣传类先进单位

郑州少林景区、开封龙亭景区、开封清明上河园、安
阳殷墟管理处、新乡市南太行公司、濮阳市市容环境卫
生管理处、许昌鄢陵县五彩大地生态旅游有限公司、信
阳南湾湖风景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济源黄河三峡景区、
邓州花洲书院景区

四、人文关怀类先进单位

郑州绿博园、新乡宝泉景区、焦作云台山风景名胜
区管理局、濮阳濮上生态园、安阳柘城县文化广电旅游
局、南阳老界岭景区、周口淮阳县太昊陵景区、鹤壁五岩
山旅游管理有限公司、驻马店嵖岈山旅游实业发展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济源王屋山景区

从 2015 年年初到 2017 年 8 月

底，全省共完成新改建旅游厕所

3667 座。其中，577 座旅游厕所达

到了国家 3A 级标准，全省所有 5A

级景区均建有多个 3A 级旅游厕

所，90%以上的 4A 级景区建有 3A

级旅游厕所。为满足特殊人群需

要，所有 3A、部分 2A、个别 1A 级旅

游厕所配建了第三卫生间。全省

旅游厕所焕然一新，基本实现“数

量充足、干净无味、管理有效、实用

免费”的目标。

我省厕所革命
完成小目标

2015年实施厕所革命以来，洛阳
市已完成新建和改扩建旅游厕所525
座，实际建设数量连续两年全省第一。

一组沉甸甸的数字，为洛阳赢得
了在该项工作中的辉煌成绩。

2015年，全市投入资金1.2亿元，
开工建设旅游厕所 362座，完工 269
座，评定出130座A级旅游厕所。获
评全国及河南省厕所革命先进市。

2016年，全市完工旅游厕所157
座，实际完成投资4006.6万元。再次
获评全国及河南省厕所革命先进市。

2017年，全市计划新（改）建旅游
厕所185座。其中计划改（扩）建“第
三卫生间”48个，新建9个，大大提高
游客的满意度，为厕所革命关键之年
再创佳绩。2017年5月26日，洛阳市
连续第三年获评“全国厕所革命先进
单位”。

高位推动，统筹推进。洛阳市制订

了《洛阳市旅游厕所建设管理行动工作
方案》。同时，将旅游厕所建设管理作
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纳入
《洛阳市“十三五”旅游产业发展规划》
《洛阳市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促进旅游产
业发展实施方案》和《全域旅游融合发
展，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重大专项》，
明确提出在城市主要出入口、游客集散
中心、涉旅窗口单位、3A级以上景区全
面开展厕所革命，提升、完善旅游厕所
功能，对全市的公共厕所统一设置醒目
标志和指示牌，将旅游公厕信息列入公
共服务信息系统和旅游地图。以市政
府目标责任书的形式将任务全部分解
到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和相关委
局、景区。各县（市）区政府及各级旅游
部门实行一把手工程，主要负责人亲自
安排抓落实，定期召开旅游厕所推进工
作现场会，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动、
社会参与、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

2015年以来，以“三年任务两年完成”
为目标，新县三年间累计投入 4000 余万
元，共新建、改扩建现代化旅游公厕 380
座，比既定的95座公厕任务多出285座，其
中建设A级以上旅游厕所225座。同时创
新性提出由党政一把手担任厕所所长的工
作机制，形成了“一厕一所长、一厕一景观、
一厕一档案、一厕一地图、一厕一文化”的
高规格建管模式。

一是党政统筹。高起点谋划，县委、县
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将厕所革命从旅
游部门一家之事提升到全县大事的高度，
纳入全县十件民生实事之一。详细分解各
景区、各乡镇、各片区责任清单，形成齐抓
共管局面。通过三年努力，实现了城区、景
区（点）、乡村旅游点、旅游干道沿线A级旅
游厕所全覆盖。

二是全域布局。把厕所革命列入新型
城镇化建设重要项目，纳入“生态镇街、文
明村居”创建考核内容，视为解决城乡卫生

环境难题的突破口。推动厕所革命从城镇
到农村，从卫生环境的革命到生活方式的
革命，让更多乡村居民养成文明如厕习惯，
革除陋习，引发现代乡村文明变革。2013
年以来，全县以乡村环境综合整治为重点，
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达标村、示范村创建
为抓手，将旅游厕所建设纳入美丽乡村、清
洁家园等工程中一并部署安排，形成全域
化的厕所革命，建成农村人居环境达标村
128个，示范村61个，被评为河南省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工作先进县。

三是健全机制。完善部门联动机制，
成立由县委农办、县旅游局、县公用事业局
等9个部门和17个乡镇（区）主要负责人组
成的新县厕所革命工作领导小组。全县乡
镇区党政一把手和全体班子成员、行政村
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所有景区（点）主
要负责人共300余人担任辖区内旅游厕所
所长，承担全县公厕建设、管理和运营的全
程跟踪、推进任务。

清明上河园将厕所革命的基本原
则定位为“以人为本、干净舒心、特色
突出、彰显文化”。三年中累计投资
500 余万元，实现了 3A 级卫生间 5
处、2A级卫生间 4处，增加家庭卫生
间8处的目标。

景区按照“景区环线厕所服务区
域最大距离不超过500米，到达时间
不超过5分钟”的标准，加强厕所布点
科学性，在游客聚集处增建厕所。

由于生理状况不同，男、女性对厕
位的需求有着较大差别，甚至出现女游
客占领男厕所，拒绝男游客如厕的事
件。景区将男女厕位比例扩大至1∶2，
使女性游客的需求得到满足。

为彰显人文关怀，突出文化特色，
清明上河园从细节处为游客着想，带来
更贴心的服务。3年间共建设家庭卫生
间8处，并从美国及日本分别进口可折
叠婴儿护理台、立式儿童座椅和高级无
障碍折叠扶手等设施；投入约30万元
将所有2A级以上卫生间配备感应式自
动冲洗阀及洗手台；年累计投入近60
万元全天候提供高档手纸。卫生间外
观全部采用仿宋建筑风格，定制极具文
化特色的青花瓷座上盆、装饰精美的面
镜雕花框代替原有的嵌入式面盆。

干净的环境，善意的提醒，有效的
管理，让游客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文
明程度。

永城市芒砀山梁孝王王后地宫中,考
古工作者发现了距今 2000多年前的坐便
厕间，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冲水
式座便。因此，芒砀山旅游区可以说是与
厕所革命有着历史的渊源。

芒砀山旅游区是国家级服务业标准
化示范单位，河南省旅游标准首批示范企
业。秉承“芒砀山，服务让你感动”的理
念，在厕所管理与服务上严格按照 3A 级
厕所管理服务标准对照公司标准化服务
体系,购买上市保洁企业进行高标准服
务。

自 2015 年厕所革命工作开展以来，
芒砀山旅游区仅旅游景点内部已改扩建
厕所总面积达 1040 平方米。在不足 1平

方公里的汉梁王陵景区内改造和建成了
旅游厕所 10 座，基本做到游客在缓行的
情况下也可在 10分钟内找到厕所。

旅游区每个厕所都设了第三卫生间，
残疾人、老人和幼儿可以在异性家属陪同
下进入,从而使厕所的功能更加合理，让

“方便”变得更有尊严。厕所内配置了空
调，洗手台四季冷热双供水等设施，还提供
行李空间及寄存服务。在加强固定旅游厕
所建设管理的同时,配套建设临时性、应急
性、移动式旅游厕所,满足重大节假日、旅
游旺季游客如厕需求。

景区利用智能服务设施为游客提供服
务，在3A级厕所男女入口处设置了厕位使
用情况提醒，预报厕位使用情况。

9月22日，全省旅游厕所革命

工作推进会在洛阳举行。会议总

结回顾了我省2015年厕所革命工

作开展以来的成果，对三年来厕所

革命先进单位进行了表彰，安排部

署了下一阶段厕所革命工作。洛

阳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新县旅游

局、开封清明上河园股份有限公

司、芒砀山旅游景区管理委员会等

单位作典型发言。

厕所革命工作开展以来，我省

注重统筹谋划，将其作为全域旅游

工作的基本要素和指标来推动，得

到全社会的积极响应和参与，游客

满意度大大增强。在我省，厕所革

命已从景区走向全域，从城市走向

乡村，成为完善公共服务建设、提

高服务水准的突破口和引爆点，为

我省旅游业全面转型升级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洛阳旅游厕所实际建设数量
连续两年全省第一
洛阳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 赵莉

人性化改造
让女游客不再占领男厕所
开封清明上河园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夏汉琴

设立厕所所长制
推动厕所革命从城市到乡村延展
新县旅游局局长 吴克君

旅游厕所内
有空调、有热水、能存包
永城市芒砀山旅游景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鲁玉

2015年—2017年
全省厕所革命先进单位

以厕所革命为突破口 推动我省旅游业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刘春香

典型发言集萃

全省旅游厕所革命工作推进会在洛阳举行

新县旅游厕所成为美景

深入全省城乡 遍及景区内外 提升公共服务建设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