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慧

2 全域处置 推进垃圾处理一体化

每个旅居在外的竹杆园村人回来，都

会忍不住慨叹：这是竹杆园吗？

在他们的记忆中，这个新密北部 500

多户人家的小山村，满眼是采石留下的破

碎和疮痍，垃圾顺沟刮、污水靠蒸发。

现如今，时尚大气的新型社区拔地而

起，改厨改厕改浴整村推进，污水处理站

点建成投用，垃圾分类收集渐入人心，村

容村貌全面提升，翠竹萦绕，庭院美丽，呈

现出一幅美丽宜居乡村新画卷。

竹杆园村的美丽嬗变，正是新密市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打好改善人居环境

第一场硬仗的缩影。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新密市按

照中央、省、郑州市的决策部署，顺应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污水治理、垃

圾处理、改厨改厕改浴、村容村貌提升为

重点，制订三年行动计划，突出城乡一体，

一场人居环境大整治、大改善、大提升行

动在全市全面展开。

全域规划
建立机制保障大投入1

回望一路高歌迅猛发展的新密，甜中透着点涩。
新密的乡村因工业强市而富，但转型前的资源型

产业也带来了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新密的乡村因山川而美，但全市44%的森林覆盖

率仍难以掩盖因设施机制不健全而带来的垃圾污水
问题；

新密的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新农村和新型社区
达到 70多个，但保留村、分散居住点的村容村貌和居
住环境与之形成较大反差。

但是，比起家里怎么样、东西多不多，农民群众更
关心村里好不好、环境美不美。

“捧着金饭碗，坐拥垃圾山”“有新房没新村，有
新村没新貌”，这不是群众期盼中的小康社会、美丽
家园。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就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突出短板，满足广
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
丽家园。

这场乡村振兴的第一场硬仗，怎么打？
蓝图如何谋划？
污染治理向重城市、轻农村说不，向城市垃圾、污

染企业“上山下乡”说不，城乡一张蓝图，全域整体规
划，突出农村优先。

新密总面积 1001平方公里，辖 18个乡镇、街道，
350个行政村、社区。

在“133”城镇规划体系支撑的基础上，新密市
委、市政府全面排查全市农村垃圾污水处理设施现
状、改厨改厕总量等，制订了全域建设规划和三年行
动计划。

资金怎么保障？
新密三面环山，浅山丘陵区的地貌特色，也带来

了建设运营的高投入、高成本。
市级采取PPP模式、整合项目资金等多种方式保

障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乡镇、街道以奖代补、动员社会
力量有力进行组织，村、社区宣传发动群众自觉参与
整治提升行动，形成了市、乡镇、村和社会力量、群众
积极参与的“三级五方”投入保障机制。

据统计，新密全市污水处理和冲沟综合整治及生
态修复工程等投资达 30亿元以上。每年市财政拿出
500万元资金用于环境卫生工作奖补，城乡人居环境
资金投入达到1.5亿元，带动社会投资3亿多元。

目标怎样落实？
把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作为“一把手”工程，建立市

乡村三级“一把手”牵头抓总，市四个班子领导全员参
与，市直委局通力协作的工作机制。

用好考核指挥棒，奖优罚劣。实行逐月考核排
名，对 18个乡镇办按一、二、三类分别给予奖补；把排
名在前 20名的行政村（社区）评定为红旗村，每月奖
补。加强检查，严格处罚，全年共罚款近 100万元，有
力促进了工作高质量落实。

一批示范乡村先行先试，新密农村人居环境改善
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被确定为全国 100个农村污水
处理示范县（市）、100个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
利用示范县（市）。

穿行在米村镇大街小巷，乡间村落，
到处干净优美、整洁有序，少见垃圾，却不
断碰到保洁人员和洒水车工作的场景。

这样的场景，在新密每天都在上演。
为全面打赢改善人居环境这场硬

仗，新密市早谋划、早着手，以建设静脉
产业园为抓手，建立了“户投放、村收集、
镇转运、市处理”的垃圾收集处理机制。

配齐环卫设施是基础。农村集中居
住区域每10户配备1个240L垃圾桶，分
散住户每户配备1个50L垃圾桶；新型农
村社区每个单元至少配备1个240L垃圾
桶。每个行政村配备1-2台清运车，每个
乡镇建造 2座压缩式垃圾中转站或配备
3-5台转运车。目前，全市农村共配置垃
圾桶5.3万余个，垃圾收集车270辆，垃圾
转运车50辆，垃圾中转站34座。

健全管护队伍是关键。全市农村配
备环卫人员5500余人，其中每个村民组
配 备 1—2 名 环 卫 工 人 ，行 政 村 配 备
5—8名，新型农村社区每 500 人配备 1
名，每个镇区配备15人左右；省道、县道
每公里配备1名环卫工人，乡村道路每2

公里配备1名，边沟以外的绿化带每2公
里配备1名。

众所周知，垃圾清扫容易处理难，为
垃圾找到合理出口才是破解难题的关键
所在。

新密市高标准规划建设的静脉产业
园值得借鉴。以“资源—产品—再生资
源”循环经济模式为目标的静脉产业园，
先后建成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建筑垃圾
消纳处理、生活垃圾无害化综合处理等项
目。目前，产业园餐厨垃圾日处理量达
50吨以上，生活垃圾日处理量达600吨以
上，建筑垃圾消纳能力达到230万立方米。

静脉产业园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投资
2800万元的全省首家日处理能力 50吨
的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项目。

在这里，每天从城区收集的餐厨垃
圾，通过餐厨垃圾处理线变废为宝。废
弃油脂提取回收后，作为资源化产品销
售给有资质的企业利用；固渣添加辅料
后进行好氧发酵制成营养土，由种植业
利用；液体经过厌氧发酵制取沼气，作为
餐厨垃圾处理的热源。

据介绍，新密餐厨废弃物处理中心
已累计处理餐厨废弃物 8万吨，形成的

“三化融合”的工艺技术处理模式，申报
专利82项，获得国家知识产权78项。

新密市投资 2.3 亿元建成的生活垃
圾无害化综合处理项目，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达90%。生活垃圾经发酵和进一步
筛分后，成为园林绿化专用肥，分离出的
热解油销售给加工企业，制成汽油和柴
油。这种处理方式，烟气排放量是垃圾
燃烧的1/5，二恶英排放量是燃烧的1/7。
资源化利用率高，污染物排放少，该项目
达产后，将成为县域生活垃圾分类综合
处理示范基地。

静脉产业园的健康运行，让“垃圾过
剩”化“变废为宝”，为人居环境改善提供了
设施保障，为新密绿色转型发展打下了坚
实基础，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目前，新密已启动了产业园的升级
优化方案编制工作，增加农村养殖废弃
物、市政污泥、部分工业固废处置等项
目，全部项目建成后将会在生态建设、环
境改善上发挥更大作用。

3 全域推进 污水处理全覆盖

点多面广、收集难、维护难，相比垃
圾处理，污水处理难度更大。这项工作，
我省还处于试点探索阶段。

新密主动出击，先行先试，覆盖城乡
的“1+5”污水处理体系初步形成。

“1”即市级管控运营中心，利用 4G
数据传输、“互联网+”技术，对全市各级
污水处理厂、站、点进行实时远程监控和
运行维护管理。

“5”即建设城区、镇区、新型农村社区、
行政村、居民点五级污水处理厂、站、点。

不拿真金白银，不出硬招实招，污水
处理很难取得实效。

城区投资3.86亿元，建设4个污水处
理厂，日处理规模12.7万吨。目前，2个污
水处理厂正常运营，2个正在加快建设。

镇区投资 3.3 亿元，建设 10个污水
处理厂，日处理规模11.3万吨，建成运营

8个，剩余2个年底前建设完成。
新型农村社区、行政村和居民点投

资 14.7 亿元，建设 535个站、点，已建成
运营254个，今年年底将全部建成投用。

据预测，全部建成后，新密全市城乡
污水处理能力将达到 28万吨/天，实现
城乡全覆盖。

城区处理后的中水，注入六条冲沟
治理后形成湿地公园；农村污水处理后，
利用中水建设小型人工湿地，就近提供
给种植产业用水，从而实现污水处理和
中水使用效益最大化。预计每天可使用
量10万吨以上，将有效改善新密的缺水
状况，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
益多赢效果。

为了尽量节约投资运行维护成本，
新密市合理进行规划布局：距离镇区污
水处理厂较近的社区或行政村，管网直

接并入镇区污水处理厂；居住相对比较
集中的行政村，采用管网引入污水处理
站进行处理；居住分散、距离镇区污水处
理厂较远、不临河库的行政村，采用人工
湿地和化粪池加蓄水池处理，实现农村
污水处理全域覆盖无死角。

新密市全面推进的改厨改厕改浴工
作，引得农民群众纷纷点赞。

据介绍，厨房重点改水、改气；厕所、
浴室重点改水、改便，实现农户生活污水
截污纳管。目前，该市已投资5300多万
元，新建改建城乡公厕116座、农户改厨
改厕改浴 3.5 万户，年底前 10万农户改
造任务将全部完成，让群众用上干净卫
生厕所。

污水处理体系成效已显，目前，新密
全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达 50%以上，
双洎河马鞍洞断面出境水达标率100%。

4 全域提升 乡村环境呈现新面貌

在新密市超化镇黄固寺村，我们感
受到“2017中国十大最美乡村”的风采。

风光如画的微水湖、古老的窑洞民
居、农耕文化博物馆、农家宾馆……白
天，游客络绎不绝，在这里流连忘返；入
夜，四面八方的村民聚集在农耕园周末
舞台，尽情欢歌，热情舞蹈。

上楼可入住，下楼可就业，徒步进景
区，垃圾不落地、污水不横流，水清树绿，
环境优美，设施齐全。谁能想到，这里曾
是采煤沉陷区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河南要美，农村必须美。在新密，各
个乡村在美丽路上你追我赶，农民幸福
指数不断攀升，拥有看得见、摸得着的获
得感、幸福感。

新密坚持绿化、美化、净化、硬化、亮
化“五化”并举，深入开展环境卫生整治
创建、“三清一改”清洁行动、“美丽庭院”
评比等活动，丰富村庄传统文化，全面提
升村容村貌。目前，已创建省级卫生镇7

个、卫生村 113 个，郑州市级卫生镇 5
个、卫生村123个。

离开了绿色，乡村就失去了本色。新
密围绕山区森林化、平原林网化、城市园
林化、乡村林果化、廊道林荫化、庭院花园
化“六化”目标，统筹推进市区、园区、景
区、镇区、社区等绿化提升，加快推进雪花
山、摩旗山等一批森林公园建设，累计绿
化生态廊道79条4835万平方米，全市森
林面积65.9万亩，森林覆盖率达44%。

硬化乡村组道路 1000 余公里，清
理垃圾等各类杂物 1.6 万多立方米，疏
浚坑塘河道近 400处，粉刷墙体 50余万
平方米，制作文化墙 21 万平方米……
新密农村人居环境达标村和示范村创
建扎实推进，80%以上行政村具备达标
条件，农村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村庄“颜
值”明显提升。

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一大拨荣誉
接踵而来，新密先后获评全国绿化模范

县（市）、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示范县
（市）、全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
利用示范县（市）、全省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工作先进县（市）。

如今，从伏羲山下到溱洧河畔，放眼
新密大地，花海岳村、诗画超化、森林慢
城米村、产城融合曲梁、城乡一体刘寨等
各具特色的乡镇全面振兴势头强劲，“中
国十大美丽乡村”黄固寺、传统古朴宜业
宜游的朱家庵、书戏文化持续传承的高
沟等美丽乡村串珠成片，将加快实现从

“一处美”向“全域美”的跃升。
新密的农村，不再是“回不去的故

乡”，正在成为群众向往的美丽幸福家
园。随着改善人居环境、实施乡村振兴
的持续推进，未来的新密乡村，看到的将
是顺畅的路网、苍翠的林海、高标的农
田、现代化的产业园区和生态宜居、富裕
文明的社区村庄。

新密的乡村，面向未来，春暖花开。

污水处理后的中水再利用，建成湿地公园

“数”说乡村新貌

建立垃圾收集、运输、计量、处理等监督

机制，形成了户投放、村收集、镇运输、市

处理的生活垃圾处理模式，全市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0%以上。

全 市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率 目 前 达

50%以上，双洎河马鞍洞断面出境水

达标率100%。

新建改建城乡公厕 116座、农户改厨改

厕改浴3.5万户，年底前 10万农户

改造任务将全部完成。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工作取得阶段性成

效，被确定为全国 100个农村污水处

理示范县（市）、100个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县（市）。

先后荣获全国绿化模范县（市）、全国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示范县（市）、全国农村

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县

（市）、全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先进

县（市）。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

建成和在建新型农村社区78个

美丽乡村朱家庵村

2017中国十大美丽乡村黄固寺村微水湖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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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美 丽 在 乡 村 绽 放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新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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