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图①张老庄村支部书记瓮勇

查看用于垃圾沤肥的大塑料

桶。

图②小茴镇镇长杨文科到群

众家中指导垃圾分类。

图③村民拿捡来的垃圾兑换

积分。

图④孩子们将捡拾的垃圾投

到电动转运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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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重托 让中原更出彩出彩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好榜样好榜样

7月31日，信阳市息县小茴

镇张老庄村，空气中飘荡着庄稼

的清香。在一个农家小院，70

多岁的村民周洪田吃完西瓜，随手将瓜皮

扔进房檐下一个绿色垃圾桶里，桶上写着

“可沤肥垃圾”，里面装的是餐厨垃圾、菜

叶、果皮和动物粪便等，左边还有一个灰

色垃圾桶，上面写着“不可沤肥垃圾”，里

面装的是塑料袋、玻璃瓶、包装盒等。周

洪田把可沤肥垃圾倒进屋后一个大池子

里进行发酵，制成生态肥还田，把不可沤

肥垃圾倒进门口垃圾桶。

不一会儿，一名收集员过来，把不可

沤肥垃圾运到离村部不远的资源分拣中

心，分拣员张国焕按类别对收集员送来的

垃圾进行分拣。“这是金属类，这是废纸

类，这是有害类，这是塑料类……”张国焕

一边分拣一边说，能卖钱的就留着，不能

卖钱的，比如建筑垃圾，可就地填坑垫道；

对有污染的不可沤肥垃圾集中存放，转运

到县级填埋场集中进行无污染专业处

理。对无污染的不可沤肥垃圾进行二次

利用、临时储存或运乡镇（街道办事处）中

转站集中处理，这就是简单的垃圾二次分

类，让垃圾变废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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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容器一池子”分类法，
让垃圾变废为宝

核心提示

垃圾围村，蚊蝇乱飞，这
是信阳市息县小茴镇张老庄
村曾经的景象。如今，张老
庄村条条道路平坦宽敞，户
户小院干净整洁，一排排垃
圾桶摆放在路边，路面很难
见到废纸屑和塑料袋。“‘两
容器一池子’垃圾分类搞得
好，让垃圾回到各自该回的
地方。”村民周洪田说。2018
年以来，息县独辟蹊径，从源
头抓垃圾分类减量，探索建
立“户分类、组收集、村分拣、
乡转运、县处理”的农村垃圾
分类减量新模式，取得较好
效果。

户分类 组收集 村分拣 乡转运 县处理

农村垃圾分类的息县探索
□本报记者尹小剑通讯员翁应峰文/图

当前，脱贫攻坚已进入决战决胜的紧

要之处，乡村振兴也正处于开局发展的关

键之时，如何做到持续聚焦，靶心不散，尤

其是贫困县脱贫摘帽后如何实现在巩固脱

贫成效基础上向乡村振兴的接续发展，成

为摆在市县面前的突出难题。作为一名在

基层做脱贫攻坚监督巡查的工作人员，结

合自身工作实际，我认为应念好“乡村规

划”经、“人才培育”经、“产业升级”经、“集

体经济”经，提纲挈领、固本浚源，以“四本

经”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接续发展。

以村庄发展的科学规划
握紧全面小康的“方向盘”

乡村要振兴，规划需先行。编制村庄规

划不仅是完成政府的法定要求，更是对村庄

发展目标的确定。通过村庄分类规划，不仅

可以科学地回答“我有什么”、“我要什么”、

“如何发展”的问题，还可以科学地回答村庄

发展如何定位、主导产业如何选择、发展用

地如何布局、村庄特色如何突出，从而破解

农村发展无从下手、无处着手的瓶颈。集聚

提升类，要着力于壮大产业规模，做好现代

农业、特色经济发展；城郊融合类，要积极承

接城市功能外溢，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做好

农业产业增值收益；特色保护类，要加强传

统村落风貌保护、文化传承，适度发展特色

旅游；搬迁撤并类，要着力于生态修复、还地

于林，恢复绿水青山。只有这样，才能实现

既确保农民增收，又确保绿色发展的目标。

乡村振兴规划具有统揽性、全局性、整

体性、先导性和引导性，它既可以展现农村

现代生活新图，带动群众思想观念，更可以

吸引资本进入，促进农村资源开发，加速城

乡融合发展。只有通过乡村振兴规划，才

能真正实现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栾川县是国家

级贫困县，2018年底实现了顺利摘帽，从

昔日的人均纯收入不足4500元到当前的

人均纯收入11902元，从昔日多个集体经

济空白村到现在村级集体经济的全覆盖，

从昔日资源型城市到现在的全域旅游县

城，实现了蝶变。而这种蝶变，正是从全面

启动乡村振兴规划开始的。截至目前，该

县已规划村庄占到了农村总数的83.85%，

栾川县正是利用自身的旅游资源优势，通

过规划编制实现了因地制宜、市场主导，实

现了变闲置资源为优质资产，实现了农村

各种资源要素向旅游景区、龙头企业、种养

大户、集体经济合作社和外来资本的聚集，

实现了集体经济有收益、投资主体有效益、

农民家庭有利益的三方共赢，助力了脱贫

攻坚，推动了乡村振兴，践行了“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

以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
组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谁在推动社会的全面小康？诚然，农

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但新型职业农民才

是迫切需要的内核驱动力量。蓝图需要

有人绘就，道路更需要有人开拓，我们既需

要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专业人才，更需要

不计其数的来自农民中间的“自己人”：一

批聚力于乡村振兴的热心人、一批关心群

众冷暖的贴心人、一批能够读懂政策的明

白人、一批干事创业的带头人、一批一心为

公的领路人，只有他们才是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最直接、最有效的参与者和推动

者。因此，我们既要发布“招贤榜”，注重外

部专业技术人才的引进，也要召回“金孔

雀”，支持走出去的农民返乡创业，更要孵

化“土专家”，着力于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

以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
加速乡村振兴的“增压器”

我省的耕地面积有12188.9万亩，占

全国的6.5%，每年除了解决1亿人的吃饭

问题外，还向全国输出2500万吨的粮食和

粮食制成品，生产了全国85%的速冻水

饺、75%的汤圆、50%的火腿肠、33%的方

便面以及25%的馒头。从“中原粮仓”到

“中央厨房”，不仅是发展定位的转换，更是

农业产业的升级。

农业产业如何升级？必须从五个维度

思考把握：一是低端产品向品牌商品转型

的品牌化问题；二是个体生产向合作社发

展的组织化问题；三是延伸产业链条“粮头

工尾”的商品化问题；四是转变经营方式探

索休闲农业的服务化问题；五是增加科技

含量实施“互联网+农业”的数字化问题。

唯有思考好、解决好、转换好农业生产经营

方式，推动农产品的转型升级，念好“产业

升级”经，才能不断巩固脱贫攻坚成效，才

能有效增强乡村振兴动力，才能切实提升

全面小康速度。

以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
提振乡村振兴的“动力引擎”

脱贫攻坚通过政府帮扶完成了从“输

血”到“造血”的过程，乡村振兴则需要实现

从“发展”到“振兴”的转型升级。二者的痛

点和难点在于自我造血、自我驱动、自我发

展。如何破解，正是当前需要深入思考的

必答题，而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高质量

的农村集体经济。集体经济对群众的参与

引导、对自身产业发展的反哺、对人居环境

的改善、对乡风文明的促进是最大最强最

有效的内生动力，它既能巩固提升脱贫攻

坚成效，又能筑牢乡村振兴基础，唯有高质

量的集体经济才是促进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最有力的抓手和推手。

对于偏远农村，发展集体经济最难做

的是如何盘活闲置资源，最难办的是如何

实现由资源向资产的转化，最难干的是如

何做好集体经济与群众的利益联结，最

难搞的是如何推动农副产品的转型升

级。因此，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必须

思考的是村级新型经济组织如何成立，

如何排查资源禀赋和资源存量，如何明

确发展定位、发展方向、发展目标，“我

有什么资源”向“我要什么资产”如何转

化，如何规划小农生产向组织化经营转

变。洛阳市坚持以集体经济创办农民

专业合作社，以合作社引导带领贫困群

众发展，既稳定了农业农村之基，又强

化了村级组织的引领力、凝聚力，更实

现了贫困群众和集体经济的双发展、双

壮大。截至目前，洛阳市 2961 个行政

村已全部成立了集体经济组织，其中有

集体经济收入的行政村达到 2622 个，

占比 88.5%，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超过 5

万元的有1768个，占比59.7%。集体经

济的发展壮大不仅对脱贫攻坚起到了

极大的推动作用，也为乡村振兴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脱贫容易致富难，从脱贫攻坚到全面

小康，既要有时间表，更要有路线图。通过

念好“四本经”，可以有效推动“三变”改革，

让农户实现增收致富；可以有效解决钱从

哪里来的问题，增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可以有效引导群众的积极参与，提升获得

感和满意度；可以捋顺发展思路突出发展

特色，让乡村振兴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挚一

领。消灭绝对贫困人口的脱贫攻坚距离

乡村振兴的全面小康之间还有很长的一

段路要走，但只要找准了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的共同点、契合点、立足点、切入

点、着力点，从做好乡村振兴规划、人才

培育、加快产业转型、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入手，解决好发展引领、基础支撑、内生

动力等核心问题，就一定能跑出洛阳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全面小康的加速度。

（作者系洛阳市脱贫攻坚督查巡查组成员）

除了小茴镇，如今，息县项

店镇、杨店乡、临河乡等乡镇也

陆续全面铺开了垃圾分类减量

工作。息县垃圾分类减量工作推行两

年来，具体带来了哪些好处？“具体可以

用五笔账来概括！”息县县委宣传部副

部长胡葳说。

首先是政治账。垃圾分类是对习近

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践行，是提升

乡村治理水平的有效途径，是加强基层

党建的有力举措。

第二笔是经济账。垃圾分类有效节

省财政开支，没分类前，息县每年财政

要投入上千万元，用于增加垃圾车、建

填埋场等，最终可能拖垮县乡财政。实

行分类后，每村只需7800元，全县364

个行政村，不到300万元就解决了农村

垃圾治理大问题。垃圾分类还带动了

产业持续发展，路口乡弯柳树村大力发

展酵素农业，促进了农业可持续发展和

农业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成为招商引

资和农民致富的法宝，周末乡村游、暑

期夏令营、农家客房等产业应运而生，

村民收入持续增加。

第三是社会账。垃圾分类有效改善

了农村人居环境，乡村干净漂亮了，也

让生态主食厨房实至名归，息县半夏药

食产业园、豫道食品、明德果蔬生产线

等一批主导产业项目落地生根；有机小

麦特色县品牌叫响，与茅台集团达成战

略合作协议，以“国麦”酿“国酒”；省市

重点龙头企业增加到39家，新增各类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95家。

第四是生态账。垃圾分类把有机无

害、绿色健康回馈给大地母亲，从源头遏

制了环境污染。村民家家分发了可沤肥

和不可沤肥垃圾桶，从垃圾产生就进行分

类处理，从源头上就遏制了环境污染。

第五是文化账。“两容器一池子”垃

圾分类模式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渗

透着心境的改善，群众的内生动力在垃

圾分类的实践中慢慢被激发出来，更重

要的是，垃圾分类治理“治”出了好环

境、好风气。“村庄清洁干净了！”“村民

气顺了！”“干群关系融洽了！”“干部的

组织能力、执行能力增强了！”“好多成

功人士都被吸引回来了，带领村民脱贫

致富”“村民们找到了快乐幸福的密

码”……村民和村干部们争着说。

“目前，息县农村垃圾分类模式，简

单明了，群众易于接受，在试点乡村取得

了一定成效，下一步，将在全县范围内系

统地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模式。”分

管该项工作的县副处级干部裴仁胜明确

表示：今后，我们将认真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动

习惯养成”的整体要求，因地制宜、持续

推进，加快建立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

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收、转、运及处

理的系统模式，把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做

细做实，坚持持之以恒，建立系统完整、

扎实有效、成效明显的收运体系。

上午11时许，监督员来到

村副支书张国本家，查看他家

垃圾分类执行情况。检查中，

监督员看到张国本的孙子吃完瓜后将

瓜皮乱扔，当即给他指出。张国本很不

好意思，马上让孙子捡起来放到可沤肥

垃圾桶里。“推行垃圾分类，村干部、党

员首先要带头做到，是第一监督对象！”

张老庄村第一书记陈振说，只有这样才

能调动群众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除了用《村民公约》来监督村民的行

为外，还有就是抓老人和孩子的思想教

育。“我们借助孝善敬老活动平台，对老

人进行广泛宣传和培训，教育引导老人

落实并督促家人开展垃圾分类；村学校

利用课余时间向学生讲解垃圾分类知

识，要求学生监督家长进行垃圾分类，通

过积分兑换学习用品、洗衣粉、卫生纸等

生活用品，废品兑换产生的费用由政府

支付，激发学生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张

老庄村支部书记瓮勇说，没按要求进行

分类的户，家庭成员不得享受本村村民

相关福利待遇；没实行垃圾分类的村，周

点评不计分，月评比授黑旗，年总结不评

先；学校不进行积分兑换活动的，每月对

校长进行考评，结果报送县委宣传部文

明办、县教体局，连续3个月不实行积分

兑换的学校，由镇纪委约谈该校校长；连

续半年不实行积分兑换的学校，镇党委

镇政府向县里提出用人意见。“单位和领

导干部都带头进行垃圾分类了，我们再

不做说不过去！”村民李大爷说。

“之前，我们的习惯是，有了

垃圾房前屋后随便倒，根本不知

道啥是垃圾分类。”周洪田说。

“垃圾分类看似简单，其实里面大有学

问！”小茴镇镇长杨文科说，抓垃圾分类，

其实就是改变村民传统的不讲卫生的陋

习，提高村民的文明程度，助推乡村振兴。

为此，息县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领导小

组办公室专门印制了《乡村垃圾分类减

量操作指南》下发给各乡镇（街道办事

处），同时分别致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

和家长一封信。县里还组成宣讲队，深

入农户家中、田间地头，以群众喜闻乐见

的方式进行宣传，各村每天还在大喇叭

中广播，引导全民参与。

如果村民不执行怎么办？“各村按照

‘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研究制定《村民公

约》，由各户签字生效后，按照村民自治

原则实施，以此促垃圾分类落实。”杨文

科说。村里成立孝善理事会，经常开展

一些比如饺子宴、好婆婆、好媳妇评选等

群众性活动。在活动中，对不按规定进

行垃圾分类的，按照《村民公约》处以

10~100元罚款，具体由卫生监督员实

施；不交罚款的，按《村民公约》取消相关

待遇。

贫困户张其付，以前啥事都不干，家

里垃圾成堆。开展垃圾分类后，村里给

他安排了一个公益岗位，让他专门管理

村部广场卫生，现在搞得很好，多次被评

为先进。村民杨洪梅家庭经济条件较

好，在县城买有房子，但思想落后。垃圾

分类工作开展后，通过孝善敬老活动，大

家对她的各方面进行评议，她自感惭愧，

慢慢改变了落后思想，多次被评为好媳

妇。“我现在每天都觉得有使不完的劲

儿！”杨洪梅笑着说。杨文科说：“我们以

垃圾分类工作为契机，激发了群众脱贫

致富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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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利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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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垃圾分类为契机，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党员带头执行垃圾分类，调动群众积极参与

4

“五笔账”彰显垃圾分类减量成效

专家谈乡村振兴 念好“四本经”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接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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