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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辰溪如画来
——— 辰溪县创新开展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治理纪实

创新理念 环境也是生产力

“垃圾随风刮，污水靠蒸发。 ”曾几何时，这
句顺口溜一度是辰溪县环境卫生脏乱差现象
的真实状态。

该县孝坪镇塘里村村民向先地介绍，过去
大家文明卫生意识淡薄，习惯把垃圾堆到路边
或者直接倒进溪河里，久而久之，路边垃圾成
堆，水沟里臭气冲天，屋里苍蝇成群，严重影响
了生活质量。 这种状态如果不改变，不仅会直
接影响群众的幸福感，还会影响县域经济的健
康发展。

根治“垃圾围村、垃圾进田、垃圾上路、垃
圾入河”等环境问题刻不容缓！ 为此，辰溪县委
书记杨一中提出“把县城当作客厅打造，把乡
村当作公园建设，大力推进城乡环境卫生同创
同治同质”的工作理念。

“环境卫生也是生产力！ ”2012 年初，辰溪
县委、 县政府全面启动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
工作。 该县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顾问、县长为组
长、 相关县级领导为副组长的城乡环境卫生综
合治理领导小组。 明确日常工作落实由县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担纲。 并从相关部门抽调精兵强
将负责清洁工程， 组建了专门的辰溪县清洁工
程办公室。 各乡（镇）党委书记、村党支部书记分
别是乡、 村环境卫生综合治理的第一责任人，
县、乡、村三级均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班子。 织密
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分级负责、协同作战的城
乡环境卫生综合治理网络。

织密网络的同时，按照“分区包干、分类负
责”的总要求，该县建立了一支由保洁员和农
户组成的保洁队伍， 实现了清扫工作的常态
化。 各乡镇的集镇和行政村（社区）配备的保洁
员，主要负责乡村主干道、公共区域、江河渠塘
水面等乡镇和村级的责任区日常保洁；各农户
在村组干部和党员的带领下，按照“房前屋后
四包责任制”落实包卫生、包绿化、包秩序、包
设施的“四包”要求，负责各自房前屋后的坪
场、水沟等责任区的日常整洁。

目前， 全县乡村两级配备保洁员达 1633
人，实现了全县环境卫生一天两扫，全天保洁，
生活垃圾日产日清。 建立健全了“政府主导、村
为单元、村民主体、部门联动、社会监督”的城乡
环境卫生综合治理工作机制，“户分类、组保洁、
村收集、乡转运”的垃圾收集处理模式。

该县还结合城乡环境卫生同创同治同质
的要求，不断加大资金投入。 近 6 年来，全县
共投入资金 1.8 亿元， 其中项目建设资金近
4000 万， 全县已建成焖烧式垃圾焚烧炉 28
座，建成高标准垃圾屋 59 个、垃圾围 931 座，
发放垃圾转运车 38 辆，手推车 1689 辆，果皮
箱 1700 个，户用垃圾桶 28 万个，垃圾转运厢
1000 个。

为了扎实推进城乡环境卫生工作，该县严
格考核奖惩机制， 着力推行分类分季检查评
比。 先后出台了《辰溪县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治
理实施方案》、《辰溪县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治理
考核办法》、《辰溪县库区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方
案》、《辰溪县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治理垃圾收集
处理设施设备管理维护暂行办法》、《“门前四
包” 工作实施方案》、《农村卫生保洁员管理暂
行办法》问责办法等系列文件。

该县将所有乡镇按库区与非库区分为两
类，采取“月暗访、季评比、半年调度、年底考
核”的方式，将每季度各乡镇评比结果在全县
公布，对卫生工作后进乡镇、村实行重点督查，
以电话督办、现场督办及网络平台督办等方式
责令限时整改。 对每月检查中首次排名末位的

乡镇进行通报批评；对连续两次排名末位的乡
镇， 由县委组织部对党委书记进行诫勉谈话；
对连续三次排名末位的乡镇相关责任人给予
相应的组织处理。

在明确了各乡镇党委书记、村（社)党组织
书记为第一责任人的同时，对全县城乡环境卫
生综合治理实行“一票否决”，对照城乡环境卫
生综合治理的四大类 40 余项标准进行考核。
年度考核评比纳入全县绩效考核范围，排名与
职务任免挂钩，与绩效报酬挂钩，与评先评优
挂钩。

坚持重奖重罚制度。 对乡镇季度综合考核
排名前三位的，分别给予相应奖励；反之，予以
相应的经济处罚。 对季度排名每类倒数第一的
乡镇，要求其乡镇党委书记在县电视台等相关
媒体上作表态发言。 年度排名前三位的乡镇，
在享受县财政资金帮扶的基础上，再分别给予
奖励。 对年终验收合格的乡镇和行政村分别一
次性给予一定的奖励。

今年第二季度的城乡环境整治考核评比
结果公布后，大水田乡在非库区类乡镇中排名
倒数第一， 该乡党委书记谢伯圣虽然心有不
甘，但还是心服口服地说：“虽然我们这次排名
靠后， 但确实查出了我们环境卫生存在的问
题。 我们既服气，更要鼓劲，在年底一定要迎头
赶上。 ”他在县电视台就进行第三季度环境卫
生整改末位表态后，狠抓环境整治工作，全乡
环境整治工作近两个月来日渐好转。

县委、县政府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促使
乡镇、各部门“一把手”主动深入乡村解决环境
治理工作中的相关问题，做到“领导包片、部门
包段、干部包户”。 全县共清除建筑材料随意堆
运 1469 处，荒废、闲置危房 467 座，断裂、损
坏、失修围墙 3000 米，街道违规私搭、乱建建
筑 392 个，坍塌破房、残墙断壁 130 米，完成改
厕 1710个。城乡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这些成
绩的后面，无不凝结着全县各级干部的心血和
汗水。

“全县上下形成了环境卫生综合整治齐抓
共管的格局， 目标就是要让辰溪的天更蓝、水
更绿、 空气更清新， 让辰溪的居住环境更宜
人。 ”辰溪县委副书记、县长谢建军如是说。

“不仅要治脏、治乱、治差，还要达到路美、
景美、灯美。 ”辰阳镇镇长张军掰着手指讲了一
串数据:目前该镇围绕“身边增绿、见缝插绿、拆
墙透绿”，已经栽植行道树 2 万余株，景观灌木
4.5万株，拆除违章建筑 1500平方米，硬化路面
5000平方米，安装路灯 70盏，一个生态宜居宜
业宜商的中心集镇呼之欲出。

在今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2 日的特大洪灾
中，全县干群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取得了县城
保卫战的胜利。 水退人进，为了尽快恢复群众的
正常生活， 该县组织了 3000余名干部职工，分
赴县城 13 个区域，清扫淤泥和垃圾，使该县在
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昔日靓丽的容颜。

全县先后清理陈旧垃圾 2万余车， 开展了
“牛皮癣”专项整治行动，90%以上的江河溪流实
现了绿水长流。 如今，该县初步实现了城乡公共
区域可视范围内基本看不见白色垃圾、 主干道
基本看不见车辆乱停乱放、 街面基本看不见私
搭乱建厂棚、 门面商店基本看不见商品出店摆
放、 城镇辖区河流 500米范围基本看不见漂浮
物“五个基本看不见”。 全县环境卫生状况大为
改善、交通秩序规范有序、村容镇貌明显改观、
管理水平逐步提高、文明素养得以提升，城乡环
境实现了完美蝶变。

“既扫陈年垃圾，更扫陈规陋习。”辰
溪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张华建说，
辰溪把农村环境卫生作为整治突破口，
变政府行为为群众自觉行动， 让农民群
众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主体。

针对农村环境卫生意识淡薄、污染
监管难等状况，近年来，该县利用在电
视和网络开办专栏、实施“小手拉大手”
工程，建“环卫宣传长廊”、开展“万人卫
生规劝大行动” 等多种措施进行宣传，
普及垃圾分类知识，改变了群众垃圾乱
扔乱倒的陋习，文明卫生意识得到大幅
提升。

辰溪的 23 个乡镇、290 多个村（社
区）建立了评比机制。 各村每月评出“最
清洁户”、“清洁户”、“不清洁户”，结果张
贴在村宣传栏里， 每月被评为“最清洁
户”，成了村民最有面子的事。

住着 42 户村民的苏木溪瑶族乡

缭田村白泥塘自然村是辰溪最偏远的
村之一， 但现在村民的卫生意识却很
强，每家每天最少要打扫 2 次卫生，垃
圾由各家各户分类处理， 房前屋后难
觅垃圾。

如今的辰溪城乡，垃圾有人收，道路
有人扫，门前有垃圾桶。 以前的臭水沟、
阴沟、闷沟都变成了三面光的排水沟，不
良卫生习惯得到根本改变。 潭湾镇桥湾
村村民林勇感慨地说：“过去路上无人扫
无人管，垃圾随手一扔觉得很自然，现在
村里把路打扫得干干净净， 再乱扔乱倒
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

辰溪县政协副主席米贤海说：“开
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工作， 不论是干
部还是群众，大家争先意识强，环境整
治标准要求高、任务重，但个个踊跃参
与。 最让人欣慰的是看到了城乡环境
一天天好起来， 群众的环境意识得到

明显增强。 ”
每当天空泛起鱼肚白，群山环绕的

小龙门乡小龙门村寂静小巷上就会响
起刷刷刷的扫地声。 这位名叫刘桂花的
中年妇女是该村的低保户，自从担任村
保洁员以来，每天对村庄进行清扫保洁
充满了热情。 据了解，该县乡村两级聘
请贫困户等困难群众担任保洁员已达
640 余人。

许多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 辰溪有
近万户举家外出，如何确保“空巢户”的
干净整洁， 成为摆在乡村干部面前的一
大难题。为此，该县村支两委引导村民在
村规民约中相继建立了“亲属卫生帮扶
制”，落实了与“空巢户”亲属签订环境卫
生承诺书和门前“四包”责任书，明确了
“空巢户”的环境卫生由其亲属定期负责
进行清扫。如今，全县“空巢户”全部落实
了亲属帮扶，消除了环卫盲点。

创新模式 群众成建设主体

今年 7 月，该县仙人湾瑶族乡望乡
村被“互联网 + 清洁工程”网络平台亮
了黄牌。 原来县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治理
领导小组办公室接到网上举报，该乡望
乡村主公路旁唐元和屋边坎上出现一
堆垃圾没有及时清扫。

这是该县创新利用互联网平台，开
展“全民参与、全民监督”，精准开展城乡
环境卫生综合治理监督工作的一个缩
影。

为了促进全县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
治工作提质升级，今年来，该县设计并投
资开发辰溪县“互联网 + 清洁工程”软
件平台，推出了“美丽辰溪”微信公众号，
将互联网的技术优势与美丽乡村建设的
要求结合起来，给“清洁工程”插上了科
技的翅膀。 该县通过“互联网 + 清洁工
程”软件平台建立了县、乡（镇）、村（社
区）、村民小组四级微信网络，加强“线
上”沟通。 及时发布县委、县政府关于城
乡环境卫生综合治理工作的重大决策部
署、最新政策文件、重点工作进展、基层
亮点特色工作， 督查督办各乡镇环境卫
生治理工作和群众在“线上”反映的环境
卫生方面的问题， 通报各乡镇环境卫生
综合治理工作每月、每季、半年、年度（受
理量、受理率、办结率）的统计情况等。

如今，以手机 APP 及微信公众号联
系群众、服务群众，让群众“线上”点单，
干部“线下”服务已经成为辰溪县宣传城
乡环境卫生综合治理工作， 畅通群众反
映环境卫生方面问题的重要渠道。

“在国庆节前的卫生监查中，我们利
用无人机空中巡查发现了 2 个新增的垃
圾问题点。”辰溪县副县长谢贤妹欣喜地
告诉我们， 过去有的地方光凭肉眼根本
就看不清， 有的地方督查人员靠走路无
法抵达，卫生监督整治无法实现全覆盖，
现在利用无人机鸟瞰，则一清二楚，便于
监督。

该县在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中， 专门
添置了 2台无人机。 县环境卫生整治办
公室张慧介绍：“‘人机结合’最大的好处
是能弥补人力路面巡查和静态监控的不
足，填补监管的空白。 ”

无人机主要用于巡查库区水面和
督查人员难以行走之地，如今，该县城
乡环境卫生综合治理工作办公室的督
查人员通过飞行巡查，发现库区水面漂
浮物、露天焚烧垃圾等现象，可立即将
图片发至微信群，就近的乡村工作人员
即可赶到现场查处， 解决问题更快捷、
有效，处置效果也大为提升。截至目前，
共及时查处露天焚烧垃圾 20 余处、卫

生死角 200 余处。
新颜新风共生，山水乡愁共融。 秋

冬时节的辰溪，美丽而静谧。 广袤的辰
溪大地， 宛如一幅赏心悦目的精彩画
卷：溪河边小桥流水，山间油漆小木房
与蓝天白云交相辉映，城乡沟渠溪河清
澈见底，房前屋后洁净有序。

在辰溪县辰阳镇周家人村， 流传着
一个“老马不识途”的故事。该村 72岁村
民荆祖福在外带孙子 3 年， 春节前夕回
家，看到村里原来的垃圾场不见了，家家
户户通到家门口的水泥路干净整洁，摆
放整洁的农家小院清爽利落， 怀疑自己
走错了地方。

农村环境卫生整治提升了农民的
健康水平，据辰溪县卫计局提供的资料
显示，近年来，全县报告传染病数大幅
下降。

随着农村环境整治的全面、 持续推
进，全县已有 30余个乡村发展成为乡村
旅游村，观光农业、有机农业、清洁能源、
农家乐等新业态不断涌现， 促进了绿色
生态经济的发展。今年 1至 9月，乡村旅
游接待游客达 10万余人次。

垃圾围村变成了秀美乡村， 城乡环
境卫生日益洁净， 一幅美丽的城乡新画
卷正在辰溪大地徐徐展开！

创新手段 新技术更精准

郑 琦 李 俊 朱跃军

“青山秀水映新居，红墙绿瓦掩碧池。 路畅街净家园靓，村风文明意识提。
环境整治脏垢去，美丽乡村如画来。 ”这是辰溪县柿溪乡溪口村八旬老人张理
智发自肺腑写的一首诗，描绘出溪口村环境整治后的新气象。

溪口村曾是典型的脏、乱、差村，通过两年的环境整治，跃入辰溪县农村

环境整治示范村的行列。
溪口村的变化，只是辰溪城乡环境变化的一个缩影。 怀化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辰溪县委书记杨一中介绍，辰溪县以“三个创新”开展城乡环境卫生
综合整治、建设美丽乡村行动。 2012 年以来，辰溪县连续五年在怀化市城乡环
境整洁行动检查中排名第一，先后迈入了“全省城乡环境卫生十佳县”、“省级
园林县城”、“国家卫生县城”、“湖南省文明城市”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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