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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革命﹄ ——
小角落里的大民生

厕所是文明的尺度，
也是国家发展的注脚。
以厕所之“点”带乡村振
兴之“面”，以“里子工程”
撬动“美丽乡村”建设，这
一步，湘潭走得稳、走出
了特色。
近年来，湘潭市深入
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厕所
革命”的部署和政策，按
照“有序推进、整体提升、
建管并重、长效运行”的
基本思路，将厕所革命作
为系统工程、民心工程、
放心工程来抓。
“ 五个注
重”工作方法，让厕所这
一“天大的小事”，从民生
短板一跃成为提升群众
生活幸福感的助力跳板。
注重政策引导。自
2018 年 起 ，连 续 3 年 将
“厕所革命”纳入市级重
点民生实事工程，市县两
级财政共投入专项资金
近 2 亿元。市委常委会、
市政府常务会每年专题研究厕所革
命，定要求、定任务、定资金。成立领
导小组及相应组织机构，制订行动计
划，明确新建(改造)标准、验收奖补办
法。
注重发动群众。组织召开宣传动
员大会，印制培训手册、宣传画册、宣
传资料等 10 万余份发放到农户手中。
加强示范引领，调动农户改厕积极性，
群众自发筹资超过 3000 万元。
注重部门协作。由农业农村部门
牵 头 ，卫 健 、市 场 监 管 等 部 门 深 度 参
与 ，部 门 之 间 协 调 合 作 ，形 成“ 大 会
战”。
注重强化监督。坚持“首厕过关
制”，按照“村申报、镇把关、县请示、市
批准”流程，严格落实“一月一调度、一
季一讲评一约谈一通报”，确保民生实
事项目“兑现承诺”、确保群众受益。
注重创新模式。建立“一把手工
程”工作责任机制，按照“市指导、县为
主、乡村实施”的模式，新(改)建户用厕
所项目由村委会、农户和施工方签订
三方协议，加强理事会、议事会、农户
三方监管并张榜公示，实现农民事农

湘潭市岳塘区荷塘街道荷塘村
垃圾分类投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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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春天的桃花夭夭、夏天的荷叶
连连、秋天的稻浪层层不同，冬月的湘
潭农村，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远处，重山叠嶂，层林尽染，烟雾
缭绕间，恍若仙境；近一点，原野寥廓，
田水相间，偶尔掠过几只白鹭，留下一
抹乡愁；再近一点，松竹挺立，屋舍俨
然，稚子嬉闹，鸡犬相闻。若是沿着乡
间河渠信步游走 ，清风习习 ，流水潺
潺，野花点点，虫鸟对语，更为惬意。
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让
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这是湘
潭市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的初
衷。一枝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
园，协调推进大村小村、远村近村、穷

村富村旧貌换新颜，这是湘潭市建设
美丽乡村的目的。
近年来，湘潭市将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作为乡村振兴第一仗。
“ 书记抓、
抓书记”强化组织保障，实行“一把手”
工程，担任“一线总指挥”；
“系统抓，抓
系统”聚焦工作重点，构建组织体系，
成立行动组，形成强大合力；
“ 协调抓，
抓协调 ”细化目标任务 ，提升整治质
量，健全长效机制，全市一盘棋，攥紧
拳头打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升级版。
近日，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
行动”考核组对湘潭市的做法和取得
的成果予以充分肯定，并表示许多经
验和模式值得在全省乃至全国推介。
打造有颜值、有气质，更有温情、有乡
情的美丽乡村，湘潭这样干——

记得住乡情乡愁
留得住绿水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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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市打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升级版

湘潭县茶恩寺镇茶花村村貌。

“十百千万”——小村庄里的大工程
往湘潭的广袤农村走一走，庭院里， 外资等社会力量参与，近几年，全市社会
有的精心设立“农家书屋”免费向周边村
资本投入美丽乡村建设资金达 15 亿元；
民开放；屋场上，有的出资出力支持村两
发挥自治章程、村规民约、村民理事会等
委修建文化广场、添设文体设施；村子
作用，让创建工作有人做、有人管、有人
里，柏油路宽敞平坦，农家乐、休闲游、体
评；每季度评选“先进、排名末位”县（市）
验游红红火火；乡镇上，研学基地、非遗
区及“五好五差”乡镇（街道），并充分运
体验吸引着来自远方的客人……“十百
用评比结果等。去年，
“ 十百千万”年度
千万”工程在这里“遍地开花”。
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何为“十百千万”工程？去年，湘潭
“十百千万”不是“单边”发力，而是
市在全省率先开展美丽乡村“十百千万” “多边”共赢。一方面，湘潭市充分发挥
创建活动，即利用自然风貌、基础设施和
广大农村妇女的积极性，创新推出“美丽
建筑布局，通过规划设计，以修整为主、 庭院+”模式，将美丽庭院创建融入一二
建设为辅，打造 10 个美丽乡村示范乡镇
三产业发展中，让美丽庭院转化为产业
（街道）、100 个美丽乡村示范村、1000
发展资源、传承乡风文明的载体。另一
个美丽屋场示范点、10 万个美丽庭院示
方面，
结合
“创森”
工作，
大力推进农村
“三
范户。
边绿化”。目前，国家和省级已认定绿色
围绕“十百千万”目标，湘潭市不断
村庄（森林乡村） 555 个。绿色村庄创
健全多元化工作体系，建立多元化投入
建率为 72.7％，
所有村庄绿化覆盖率达到
体系，推行多元化管理体系，探索多元化
32％，
两项指标均超额完成。
展示体系，打造多元化考评体系，陆续推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
“ 十百千万”工
出一批特色经验和模式。
程激活千千万万个家庭细胞，已成为湘
比如，引导和鼓励能人大户、企业、 潭市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推手。

湘潭高新区新农村
首厕示范点。

民办农民管。
3 年来，全市共完成
户厕新（改）建 82079 座，
一、二类县农村无害化卫
生厕所覆盖率分别达
98% 、88% 以 上 。 去 年 ，
湘潭市农村“厕所革命”
的“五个注重”工作经验
在全国中部 10 省农村改
厕座谈会上作重点推
介。目前，湘潭市农村户
厕 完 成 率 为 100.1% 、农
村公厕完成率为 250%，
已在全省率先完成改厕任务。

湘潭市“设计下乡”志愿服务大赛颁奖礼。

“设计下乡”——小创意里的大梦想

“垃圾治理”——小改变里的大文明
“那时候村民环境卫生意识不强，房
零、县域内陈年垃圾全面清
前屋后懒得扫，很多人还直接将垃圾倒在
零、
国省道沿线敞口垃圾池全
路边或山坳里。日积月累，田边、河边、山
面清零。
边都成了垃圾场，臭气熏天。”说起以前村
实施源头治理工程，
垃圾
里的面貌，湘潭县梅林桥村党总支书记刘
分类减量全社会参与。抓住
铁光直摇头。
“户分类”首要环节、把控“村
改变，从制定村规民约、成立理事会、 收集”中间环节、发挥“县处
招聘专职保洁员开始。如今，村里人个个
理”
最后环节，
完善垃圾分类、
都是护“卫”队员。走在梅林桥村，农家小
收集、清运等机制和设施，全
院精致整洁，紫金河碧水幽幽。垃圾不见
市建立 800 多个垃圾分类点，
了，村子变美了，吸引研学基地等项目落
配备 5159 名农村保洁员，配
户，年接待游客超 27 万人次。
置 10 万 余 个 各 类 分 类 垃 圾
小改变里，蕴藏大文明。针对垃圾围
桶，
真正做到闭环管理。湘乡
城、镇区乱堆乱放等顽疾，湘潭市直面问
市建成全省第一家县级垃圾
题，深挖根源，揪出“病根”，精准“把脉”开
焚烧发电厂，
湘潭县正在建设
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三项工程”的“良
日处理 1200 吨垃圾焚烧发电
方”。
厂，
解决了垃圾到哪里去的问题。
实施系统治理工程，垃圾体系建设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湘潭积极践行新
链条提升。编制《湘潭市农村生活垃圾分
发展理念，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率先在
类指导意见》，合理布局垃圾收集点、中转
全省出台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付费服务机
站、回收中心、焚烧发电厂等设施。3 年
制实施方案，引导村民主动参与农村人居
来，全市累计投入各类资金 5.5 亿元，建成
环境整治，开辟乡村振兴和农村人居环境
乡镇垃圾中转站 55 座，行政村配备收集
整治的“新战场”。
车辆 2200 余辆、垃圾收集点 2900 余个。
目前，湘潭市率先实现农村垃圾集中
实施专项治理工程，垃圾顽疾整治全
处理率 100%、农村垃圾转运全覆盖，韶山
方位清零。在全市开展乡村环境卫生整治
市获评全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
专项活动，
做到
“发现一处清除一处”
，
13 处
利用示范县；全市 763 个行政村建立农村
生活垃圾非正规堆放点已完成整治销号。 生活垃圾处理付费服务机制，在全省率先
全市实现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全面清
实现全覆盖。

韶山市韶山乡黄田村花海。

湘潭市盘龙生态农业示范园。
湘潭市盘龙生态农业示范园
。

一脉青山、一方绿水，一棵百年老
树、一口清洌老井，一则美丽传说，都是
乡愁的载体，都能唤起游子浓烈的故土
眷恋和家国情怀。恰当地把这些元素摆
放在游园、广场、村落，不仅实现废物利
用，还能增添亲情、温情和乡情。
如何在保护原有村庄形态的基础
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如何通过合理
规划与设计，唤起和唤醒乡愁元素？湘
潭市用“设计下乡”给出了答案。
去年以来，湘潭市创新开展“设计下
乡”志愿服务活动，共组织市内外 7 所高
校以及湘潭市规划设计院、建筑设计院
的 150 个设计团队，为全市 10 个现代农
业示范园、22 个乡镇、74 个村、43 种特
色农产品开展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特色
农产品标识和包装设计、乡村形象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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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 三个方面的设计服务，今年有 11 个
设计项目落地。
活动坚持以需求为导向、以实用为
标准、以落地为目标、以发展为追求，是
响应国家乡村振兴号召，推动高校与农
村融合、青年与农村结合的一次生动实
践。
设计下乡专家团队的年龄、专业特
长都进行结构化的搭配。在活动开展过
程中，设计团队深入基层开展现场调研
和考察，与当地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
动，深入了解设计需求与产品特性。所
有提交的作品，须有设计对象所在地村
委会、乡镇政府、企业负责人等的满意度
评价，确保当地干部群众认可。
在韶山市大坪村，形成以外婆家文
化为主，集农业生产加工、研学旅游为一
体统筹发展的特色乡村；在湘潭经开区
毛家村新塘组，打造独具特色的“原生
态、高品质生态农庄”以及“稻梦空间”稻
田科普教育基地……“设计下乡”的青春
创意，点亮美丽乡村、浓烈乡情乡愁、点
燃发展梦想。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点多面广线长，
近年来，湘潭市坚持“三个创新”
（创新整
治标准、创新群众发动、创新筹资渠道），
突出“线”
“面”结合、
“量”
“质”并重、
“内”
“外”兼修，积极构建“政府主导、村组组
织、农民主体、社会支持”的共建共享格
局，全市农村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群众获
得感、
幸福感明显增强，
满意度不断提高。
留 得 住 绿 水 青 山 ，记 得 住 乡 情 乡
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在接续
奋斗中，一步步从愿望变成现实。我见
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