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韩旭 实习生刘

文正)“以前的养殖户，把禽畜产

生的粪便直接堆在道路两侧，不

仅影响环境，还造成了

地下水污染。”汽开区

相关负责人介绍。

一直以来，禽畜粪

污处理都是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的重点

难点。

随着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的有效推

进，汽开区不断探索，

勇于实践，规划建设了

三个禽畜粪污收集站，

一个禽畜粪污资源化

处理站，并通过翻铺机

等设施 ，将禽畜粪便

与秸秆相结合 ，经过

发酵处理 ，做到畜禽

粪污无害化处理。同

时 ，汽开区与一家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农业合作社达

成合作，将无害化处理后的有机

粪肥还田 ，达到循环利用的目

的，推动种养循环、生态循环的

“绿色农业”发展。

“以前，我们屯的禽畜粪便，

根本没地方放，那气味

特别难闻，现在好了，

这个大难题总算解决

了。”“不仅解决了环

保问题，还可以增加收

入，禽畜粪污收集站建

得好！”汽开区各个村

屯的村民对禽畜粪污

收集站和禽畜粪污资

源化处理站的建设好

评不断。

据了解，汽开区现

已完成了处理站整体

建设的 70%。禽畜粪

污处理设施建成后 ，

可以满足汽开区内的

禽畜粪污处理需求。

同时 ，该设施可将农

村厕所产生的粪污纳

入禽畜粪污处理站进行无害化

处理，一站两用，减少有害物的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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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 开 区 开 展

“干净庭院”主题党

日活动。在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过程

中，汽开区农委农

经科、财审科、民政

科、综治科的党员

走进泡子沿村，党

政办、劳保所、计生

办、城建科的党员

走进方正村，为没

有劳动能力的村民

家庭清理庭院，为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助力，确保不留任

何卫生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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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晓娟）“上完厕所，出来

一拉布料箱手柄，秸秆碎末就落下去，盖在粪

便上了，很方便，还没什么味儿，发酵好的肥

料，可以用在自家菜地里。”11月 19日，汽开

区方正村严家屯村民国桂荣站在自家院子里

的卫生旱厕旁，开心地告诉记者。国桂荣家，

是今年汽开区农村改厕的613户农户之一。

站在外边看，国桂荣家的卫生旱厕是一个

长1.2米、宽1米，高2.2米的平顶小房子，净化

彩钢板材质，门口斜上方还有一个太阳能感应

灯。

“晚上人离它两米多，就自动亮了，可方便

了。”国桂荣对这个集聚人性化的小设计分外

满意。

推开门进去，地上是一个简易的串联式便

溺分离蹲便器，大便入口盖着一个长把盖子。

虽然不冲水，但这个已经用了二十多天的旱厕

还挺干净，也没什么异味。

“我们新设计的卫生旱厕，能够把秸秆碎

末、碎柴等与粪便拌和，产生农家肥，既省水，

又变废为宝，很受欢迎。”汽开区农委工作人员

张彦文说。

记者从汽开区农委了解到，今年汽开区计

划完成农村厕所改造613户。按照省推荐的改

厕模式和省市关于“宜水则水、宜旱则旱”的改

厕原则，在大量走访调研的基础上，汽开区创

新设计了旱厕与布料箱结合的建筑样式，地下

部分砌筑，地上部分定制。

9月底大面积开工建设；10月2日第一座旱

厕完工；截至11月中旬，旱厕基础已经全部完

成。侧屋已安装300

余个，年内全部完成。

吉林大学新能源

与环境学院教授段

海燕表示：“农家肥

就是碳源和氮源拌

和并充分发酵产生

的，汽开区创新地将

农作物秸秆与农村

改厕结合起来，‘秸

秆’+‘旱厕’，变废为

宝，节约了大量后期

支出，更破解了农村

改厕中‘粪污有效利

用’的难题，具有典

型的借鉴意义。”

本报讯（李雪莲）平整宽敞的

黄沙路面，干净整齐的围墙，宽阔

的铁艺大门，摆放有序的小型垃圾

桶……这里，就是如今的汽开区方正

村严家屯。

“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开发

区”“真不敢想能住在这样的环境

里”……几个月前，严家屯还是垃圾

无处放、旱厕路边站、柴草随处堆。

现在，就连严家屯的村民自己，也对

屯子的美丽蝶变感到惊讶。

今年9月，汽开区结合新农村建

设要求，经过实地考察，决定把严家

屯作为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

屯。在集中清运垃圾的基础上，深入

征求村民意见，对严家屯道路、排水

沟、院墙、大门、公共活动空间等进行

了统一地规划改造。

当月，严家屯综合整治启动，汽

开区农委指派干部驻守严家屯，与村

干部一起，采取增加人手、多开作业

面、合理调配工序、错峰施工、倒排工

期等方式，想方设法加快工程进度。

至今年11月初，严家屯统一修建

改建围墙1860延长米，道路两侧统一

挖掘了排水沟，安装铁艺大门60个，

农民文体活动广场和湿地景观整形

基本完成。

这正是严家屯这两个月综合整

治的成果。

站在自家院外的村道上，严家屯

村民薛玉柱非常高兴：“以前真不敢

想啊，现在开发区帮我们免费修了院

墙，村子里还收拾得这么干净利索，

住着别提多舒心了，每天都有邻村、

邻屯的村民来参观，可羡慕了。”

汽开区全部村屯实现生活垃圾日产日清汽开区全部村屯实现生活垃圾日产日清
本报讯（记者韩旭）走进汽开区

各个村屯，环境优美，道路整洁，每

3户至 5户村民家附近都会放置一

个垃圾箱，由保洁员每天清理 2次

至 3次，将垃圾收集至移动密闭式

垃圾箱，再由保洁公司运至开发区

垃圾转运站统一处理。今年，汽开区

各个村屯产生的生活垃圾实现了日

产日清，而且村民一分钱也不用花。

汽开区西新村村民杨军指着门

前整洁的垃圾箱向记者介绍说：“以

前，村里的生活垃圾都随便扔，时间

久了，堆成了垃圾山，影响环境不

说，一到夏天臭气熏天。现在，家家

户户附近都有了垃圾箱，一年四季，

天天有人清理。房前屋后、院里院

外都干净了，村民们都看在眼里，讲

卫生的好习惯也慢慢养成了，再也

不乱倒垃圾了。”

据汽开区农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汽开区破立并举，招聘了第

三方保洁公司，购置了垃圾运输车、

钩臂垃圾车和垃圾箱、电动及人力

保洁车等，对村民产生的生活垃圾

进行收集和转运，将农村生活垃圾

处理纳入城乡一体化处置体系，实

现了“村收集、乡转运、市处理”。汽

开区加大巡查力度，打击向村屯倾

倒生活垃圾、建设垃圾以及其它垃

圾的行为，对违法车辆进行严厉查

处，实现了所有村屯的生活垃圾日

产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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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韩旭）全

面清理、全域清理、彻底清

理……今年以来，汽开区把

农村村屯环境卫生清理作

为建设美丽乡村的有力抓

手，把握工作重点，加大工

作力度，深入各个村屯深入

清理，不留死角，着力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实现了环境

改头换面，垃圾无踪影。

为确保农村村屯环境

卫生清理取得实效，汽开区

主要领导经常深入村屯实

地调研指导，督促整改提升

整治标准。开展两轮暗访

活动，曝光清理中存在的问

题，各参战单位对应整改，

并举一反三，进一步落实干

净整洁、规范有序基本要

求，逐一查找各村屯不规范

点位并落实了具体包保人、

责任人，实行每日调度。截

至目前，汽开区累计清理柴

草垛1362个，玉米楼子918

个，杂物堆2194个，粪堆68

处，杂草171580平方米，路

边沟83827延长米，残垣断

壁556处，私搭乱建504处，

清理庭院3064户，出动人

力4111人次，机械台班938

台次。村屯公共空间乱象

清除彻底、垃圾清仓见底，

道路维护修缮、沟渠疏浚畅

通、庭院干净整洁，整体人

居环境得到了很大提升。

同时，为构建农村村屯

环境卫生清理长效机制，汽

开区为每村拨付管护经费，

用于看管和清理偷倒的垃

圾。各村也建立了管护队

伍，增设了禁倒垃圾警示

牌，并设置举报奖励，发动

群众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

中来。

送水入户保证村民饮水安全
本报讯(记者韩旭 实习生刘文正) 11月19日，在汽

开区西新村，一台载重5吨的服务送水车在村子里缓缓

前行，许多群众准备好水桶待在家门口，等待清凉干净的

水源。接水的村民开心地对记者说：“不管刮风下雨，送

水车都会按时到达，在村里开得很慢，确保每家每户都能

看到车，领到足够的生活用水。有了开发区送来的自来

水，再也不用喝以前的井水。这水干净安全，我们爱喝也

放心，不用我们花一分钱，真是解决了老百姓生活的难

题。”

今年8月下旬，汽开区泡子沿村4、5、6、7社村民集

中反映水质不达标，其他村也有不同程度反映。得知情

况后，汽开区领导高度重视，立即指出“这是大事、马上

落实”。按照管委会领导的要求，汽开区农居办积极联系

送水企业，落实了15台水车，自9月1日起，以送水入户

的方式优先保证群众生活用水。

汽开区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村民饮水安全一

直是汽开区工作中的一个重点。我们要确保水的质量

高、分量足，坚决不能影响村民的日常生活。即使在假

期，我们也要保证把水送到每家每户，确保没有一家一户

断水。”目前，汽开区平均每户每日送水30升，做到了不

限量、保供应，并定期对送水车进行消毒、检查水质，保

证了让每一户村民喝安心水、放心水。

美丽乡村景如画
本报讯（姜婷婷）今年，汽开区

积极开展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

工作，所涉及的6个村 24个自然

屯、2810个院落、4.33平方公里的

村屯整治区域，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座座民居错落有致，一个个庭院

如诗如画，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

卷。

初冬时节，走进汽开区各个村

屯，街道整洁干净，两旁摆放着洁

净的垃圾桶；一座座乡村小院，整

齐划一的围墙，宽敞大气的大门，

院落中不见任何垃圾杂物；农民文

体活动广场，场地平坦、开阔，配备

了宣传栏、健身路径等设施，丰富

了居民的生活。

“现在，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

了，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方正村

严家屯村民汤起美滋滋地说。村

子美了，村民是最大的受益者，现

在家家户户庭前院外干净整洁，村

容村貌焕然一新。春耕夏耘，秋收

冬藏，一幅如诗如画的乡村美景正

在汽开区这片土地上徐徐展开。

本报讯（晏楠）今年，汽开区全力开展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改围墙、建厕所、换大

门，村屯的农家院变了样。关注民生，统筹

推进，确保群众期盼有回音，在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当中，汽开区处处为民着想，群众反

映的问题，就是汽开区关注的重点问题。

走进汽开区方正村严家屯，农家院落

开阔的铁艺大门引人注目。据了解，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之初，开发区专门聘请长春

市经开设计院对示范屯严家屯的铁艺大门

进行了设计，3米的大门很气派。在征求村

民意见的过程中，村民们提出，大多数农户

院内都搭建了玉米楼子，打粮买粮都需要

大型农机具和车辆进出庭院，3米宽不够

用。汽开区人居办本着实事求是，尊重民

意的原则，与设计人员深入农户考察，最终

将各户大门由3米宽更改为4.5米宽，方便

了村民的生产生活，达到了群众的满意。

站在自己家铁艺大门前，严家屯村民

薛玉军说：“现在的大门，不仅漂亮，车辆

日常进出也方便了很多。这次改造，开发

区真是充分征求村民意见，完全满足了我

们的意愿，还不用我们自己花钱，真是舒

心。”

保护环境 共建家园
本报讯（吕为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村民是重要的参与者、建设者，更是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的受益者。针对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之初，个别群众参与积极性不

高，院内不清、院外不管，氛围不足问题，

汽开区落实了县乡村三级干部包村包户

制度，开展了美丽家庭、干净庭院评比活

动和主题党日进庭院活动，通过机关干部

包户宣讲、村社干部示范、党员带头、悬挂

条幅、发放宣传单等方式，积极营造了共

同参与的浓厚氛围。

富锋村村民杨静伟说：“原来是政府

干、我们看。现在，我们也意识到了保护

环境的重要性，毕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

我们也要力所能及地做些事。”

泡子沿村村民孙艳玲表示，以前冬天

的时候，有的村民会往垃圾箱里倒污水，

污水一结冰，特别难清理。不过现在，村

民们越来越明白垃圾箱的重要意义，环保

意识越来越高，很多村民都会互相监督，

主动保护垃圾箱的良性运转。

如今，乡村变美，村民的环保意识也

提升了上来，共建共享，共同保护家园的

劲头越来越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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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开区方正村严家屯新修建的围墙

保洁员每天清理2次至3次垃圾箱

搭建卫生旱厕

农家院的4.5米宽大门

严家屯的美丽蝶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