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在这里，红色基因让博后村亮出新气质，党建

工作的“软任务”变成“硬指标”，村干部和村民之
间没有“糊涂账”，更没有“隔心墙”；在这里，红色
力量让博后村美出新高度，党建统领、民主管理、
多方监督的村级治理架构，成为博后村乡村振兴
路上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一幅“好山好水好黎
乡”的美好画卷正徐徐铺开。近年来，吉阳区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先
手棋——从“一处美”到“一片美”、从“环境美”到

“内涵美”，吉阳区因地制宜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不少村庄的村容村貌变了样，
产业发展硕果累累，村民收获满满。

清运保洁覆盖率 100％、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00％、改厕任务 100％完成……在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中，吉阳区以高分通过“压力测试”，再次
擦亮三亚生态底色。吉阳区作为三亚唯一上榜的
县（市、区），荣获 2020 年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
（市、区）荣誉称号。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仅让乡村美了“面子”，
也让村民借环境生态之美发展产业，走上了小康
之路，实实在在富了“里子”。

吉阳区
亮出高颜值
美出新气质

吉阳区荣获2020年全
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市、
区）荣誉称号，系全市唯一上
榜的区——

吉阳荣誉

2020 年博后村获评中国美丽乡村休闲乡村、全国第
二批乡村旅游重点村、海南省卫生村、海南省五椰级乡
村旅游点、海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等荣誉称号，
博后村、田独村入选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

3 月 6 日，吉阳区博后村荷塘，鲜花环绕，风景如画。

3 月 6 日，吉阳区博后村，村民主动将垃圾送到环卫垃圾分
类屋等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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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兴了产业 富了群众”
高标准：拿出不等不靠的拼劲儿

“再过几年，我们村要换个
模样——设施齐全、生活现代，
不比城里差；风景优美、生态宜
人，让城里人羡慕！”3 年前，红
花村党支部书记蒲国才当着村
民的面说这番话，如今变成了
现实。如今的红花村，让闲置
土地等资源，产生了新的价值，
贫瘠的土地重焕生机，把村里
的“土里土气”变“扬眉吐气”。

厕所革命、生活垃圾治理、
生活污水处理，农村小事连着
大民生。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行动，因地制宜建设好卫生
厕所，加快与之配套的污水处
理设施等建设，都是村民期待
解决的问题。

吉阳区委副书记、区长顾
浩表示，吉阳区拿出不等不靠
的拼劲儿，克服困难、主动出
击，运用系统思维的巧劲儿，以
点带面、事半功倍。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加快推进时，规划管理滞后，土
地利用碎片化，文化保护开发
不力使得村庄人文个性渐失，
基础设施重建轻管影响农民真
正受益等等。

吉阳区高品质定位、高起
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档次管
理，通过生态之笔提升美丽乡
村的气质，让美丽乡村成为游
客心驰神往的旅游目的地，作
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务
实之举、破题之举。

解 决 问 题 从 最 难 地 方 着
手，吉阳区副区长何书凯说，吉
阳区突出以“三清两改一建”
（即清垃圾、清污水、清畜禽粪
污 和 农 业 生 产 废 弃 物 、改 厕 、
改路、建长效机制）为重点，以

“清洁村庄美化家园”为目标，
加 快 补 齐 农 村 基 础 设 施 短
板。

全面清理生活垃圾在“拓”
上下功夫，建立“户清扫、村收
集、区转运、市处理”农村生活
垃圾收运处理体系，日常垃圾
清运做到“日产日清”，清运保
洁覆盖率 100%，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100%。

全面整治生活污水在“防”
上下功夫——在全省率先采用
建设加运营（EPC+O）模式，建
成集中式和分散式污水处理站
1107 座，农村生活污水设施覆
盖率达 73.5%。持续推进全区
内河（湖）水污染治理，完成排
污许可登记备案任务，对辖区
重点监管的 23 家企业开展环
境信用评价，有效消除饮水环

境安全隐患。
集中清理畜禽粪污等农业

生产废弃物在“深”上下功夫。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90%，农
膜回收率 85%，农作物秸秆回
收利用率 90%，秸秆禁烧监管
力度不断加强，设立大茅、学院
路 2 座智能秸秆垃圾禁烧监测
站点，从严管控大气环境污染。

全力推进农村改厕和改路
工作在“细”上下功夫。改厕任
务 100%完成，改路任务完成率
95%。中廖村村民们用上“三
位一体”厕所上了海南农村“厕
所革命”红榜；村民实际需求不
同，罗蓬村农村厕所的款式有 3
种，让村民“方便”更方便，“厕
所革命”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
一项具体工作，吉阳区坚持不
懈推进，补齐民生短板。

宣传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在
增“亮”上下功夫。吉阳区开展
各项文明大评比活动，让文明
新风吹进社区的大街小巷，把
文明先进树立在居民的身旁；
建立“清洁环境卫生”红黑榜；
对“星级文明户”、“好婆婆好
媳妇”、“巾帼文明卫生户”进行
表彰。

立体推进、系统实施农村
人居环境在出“精”上下功夫。
成立 202 个农村经济合作联合
社，登记土地流转 15 宗，中廖
村等 8 个美丽乡村建设共投
资 7.5 亿元。完成 55 个自然
村污水处理建设、40 个自然村
通电调试运行，新建农村公路
2.2 公里，“五网”基础设施提质
升级。

将深藏在绿水青山间的落
后村庄，打造成为“高颜值”的
美丽乡村，美丽风光变身美丽
经济，生产力不容小觑。美丽
乡村资源活了，村民腰包鼓了，
初步实现了民富村美。

“生态绿”融入“美乡村”，
一组数据见证了吉阳区的美丽
乡村有颜值更有气质。

2020 年，吉阳区城镇和农
村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达
41043 元和 19010 元，分别增
长 3.4%和 8.2%。

陈跃表示，美丽乡村不仅
带动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吃上

“旅游饭”，还推动资源整合、项
目组合、产业融合，加快推进产
业集聚、产业创新和产业升级，
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三
亚未来新的经济增长极。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
响，吉阳坚定地走在路上……

（杨洋/文 袁永东/图）

远看是幅画，近看是农家。
走进博后村，村民房前屋后绿树
成荫、鲜花满院，水泥村道干净整
洁，村民们围坐一桌，品茶聊天，
好不惬意，小乡村一片生机盎
然。

清澈河流淙淙流淌，整洁乡
道串起田野与农房，村里枝头生
出朵朵鲜花……春天里，红花共
享农庄别具诗情画意，像是打翻
的调色盘，让游人流连忘返。

博后村、红花村只是吉阳区
人居环境整治“蝶变”的一个缩
影。如此“美颜”，少不了放大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第一仗,为了打好
这场战役，吉阳区亮出“顶格推
进”的干劲儿，以上率下、提高效
率。

什么是“顶格推进”？“如果一
件事需要区委书记最终拍板，那
么从一开始，就由区委书记推进
落实。”市政协副主席、吉阳区委
书记陈跃感慨，扁平化机制省去
了层层汇报、提高了办事效率，也
提振了大家办事的信心。

吉阳区持续完善一套指挥体
系，成立区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指挥部，下设9个专项工作小组，
三级书记齐抓共管，层层签订村
庄清洁目标责任书，区委常委会
每周听取督查和暗访情况，强力
推进工作落实。

“依托区级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指挥部，区农业农村局‘小马拉
大车’转变为各部门‘同唱一台戏
’，啃下了不少硬骨头。”吉阳区农
业农村局局长吴淑桥说。

大刀阔斧地对辖区内的美丽
乡村进行环境整治，抓党建，就抓
住了一切工作的牛鼻子。“越是
脏、乱、差的环境，党员干部越是
要冲锋向前。”各村“两委”班子以
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动越来越多
的村民加入环境整治队伍，参与
美丽乡村建设。陈跃说，“村看

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吉阳
区党员干部要弯下腰来、俯下身
来、沉下心来，真正为民办实事，
达到以党员带动家庭、以家庭影
响社会的效果，让党员干部成为
改善人居环境的先行者。

除了转变发展观念，还要让
“高颜值”成为美丽乡村的追求。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要在顶层设计
上下功夫。一开始，吉阳区以科
学规划为切入点,做到“联动一张
图”，做到有特色和“接地气”有机
融合。谋划长远与解决当前重
点、难点问题相结合，不至于出现

“千村一面”、“大而无当”。
“李队长，你看我们店里的遮

阳棚，能否改成长廊式？”“只要不
影响美丽乡村整体规划，具体由
你们定。”在与村民共治的过程
中，博后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李人达与村“两委”、驻村干部用
贴心服务当村民的“暖心人”。

“污水处理站要根据每个村
庄的布局来设计，有集中式、分散
式，并基于污水集中或分散式建
设的不同，采用布局规划优化方
法，确保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全覆
盖。”三亚市海创水务环保有限
公司董事长刘晓文说。

有了专业规划，村民的房前
屋后成为新风景。根据每一个村
的实际情况，探索适合自身实际
的模式，做特、做优、做强，使美丽
乡村建设真正有“乡村味道”。

从地图上俯瞰，吉阳区每一
个美丽村庄就像是一颗颗散落
的珍珠，博后村、六盘村、罗蓬
村、中廖村、大茅村、红花村等美
丽村庄形成齐心圆，串联成一条
闪烁的珍珠项链，构成村庄旅游
经济圈。

传承“农耕文化”之“神”，描
述“田园风光”之“韵”，打造“美
丽村庄”之“形”，夯实“生态保
护”之“基”勾勒出吉阳区一幅幅
绿色生态村庄新蓝图……

吉阳区大茅远洋生态农庄，村民在高科技农业大棚内工作。

吉阳区博后村椰林湾民宿，这里环境优美深受游客青睐。

吉阳区大茅远洋生态农庄，孩子们周末来
这里开展各种户外活动。

已建成完工的吉阳区红花村农村污水处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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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了环境 喜了村民”
高站位：亮出“顶格推进”的干劲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