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传发动阶段 （2019年6月20-30日）

为深入贯彻落实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畜
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进一步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提高人民群
众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根据《海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2019年行动
方案》和《2019年儋州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方案》要求，结合实
际，我市全面开展农村散养畜禽污染专项整治两年行动。

我市全面开展农村散养畜禽污染专项整治两年行动

营造和谐优美农村人居环境
■2019年9月底前全面完成放养式畜禽养殖清理，推进规模化标准化集中化畜禽养殖
■2020年年底前实现全市无散养畜禽养殖，全面完成散养畜禽栏舍的清理拆除工作，进一步调整优化畜禽养殖布

局，与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同步开展，实现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90%以上，营造和谐优美的农村人居环境

本报讯（记者盘悦华）8月12日上午，新州
镇组织召开脱贫攻坚大比武工作推进会。

会议对大比武第三方评估检查方式、迎检内
容以及目前新州镇存在的不足进行介绍和提醒。

会议要求，各扶贫干部要坚定信念，以必胜
的信心和决心在接下来的大比武第三方评估中
取得好成绩。镇包点干部和驻村工作队中队长
要团结协作，共担责任，明确各自分工。

会议强调，全体扶贫干部特别是镇干部和村
委会干部要扭转侥幸观念，消除依赖思想，把精
准扶贫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高度重视大比武
工作。要压实责任，层层分工，各包点领导要到
村指挥，统筹协调。要围绕大比武“六个比”和

“两不愁三保障”等重点任务查漏补缺，补齐材
料。要加强理论学习，做好“两熟悉”工作。

镇班子成员，各驻村工作队中队长、第一书
记参加会议。

本报讯 （记者丁子芹）为解决个别贫困户
“等、靠、要”思想，激发贫困户脱贫致富内动力，8
月9日上午，东成镇崖碧村委会乡村振兴工作队
组织47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开展感恩教育，扶起
脱贫志气”为主题的教育大会。

当天，大会就当前扶贫工作相关政策进行传
达学习，并分析学习脱贫致富先进典型精神，最
后组织贫困户交流发言。

据了解，东成镇崖碧村委会乡村振兴（脱贫
攻坚）工作队坚持以“三个阵地”为抓手，积极抓
好扶志教育。一是抓好“课堂阵地”讲政策，每周
一脱贫致富夜校学习后，组织贫困户学习习近平
扶贫重要论述，市、镇两级政府相关扶贫政策，脱
贫致富先进典型。通过集中教育宣讲，达到让贫
困户了解政策，树立标杆，感恩社会的目的。二
是抓好“树荫阵地”转观念。村委会干部和工作
队队员利用村民务工后在树荫下乘凉时间，通过
宣讲社会主义新风尚，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反对封建迷信及其他不文明行为等，引导村民喜
事新办，丧事从简，破除陈规旧俗，反对铺张浪费
和大操大办等不良习俗。三是抓好“家庭阵地”
拉家常。针对个别贫困户“等、靠、要”思想问题，
村委会干部和工作队到贫困户家以“温火慢炖”
的方式拉家常，逐渐转变其观念，实现由“要我脱
贫”到“我要脱贫”的思想转变。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志，开展精准扶贫工
作，应把感恩教育融入其中，为精准扶贫提供强
大的精神动力。”该工作队队长于敦江说。

本报讯（记者覃凯）日前，记者在兰洋镇番
新村委会看到，管理人员为养殖池塘换水过程
中，一只只澳洲淡水龙虾冲向岸边，随手拾起一
只，形态张牙舞爪、生猛有力。

近年来，番新村委会通过发展澳洲淡水龙虾
养殖产业，带动了村集体经济增收。

“澳洲淡水龙虾这几年产生的效益让人感到
十分满意。”番新村委会妇联主席温月琼告诉记
者。目前，澳洲淡水龙虾是该村委会在市场上反
应最好的产品，销售状况一直比较稳定。随着澳
洲淡水龙虾的逐步推广，澳洲淡水龙虾会获得越
来越多的消费者认可。”

据介绍，澳洲淡水龙虾是近年来引进我国的
新型经济虾种，与目前市场上家喻户晓的“小龙
虾”调味方法颇为类似，却具有不少优势。澳洲
淡水龙虾体积更大，肉质更多，亩产量更高，口感
更有弹性。

2016年，番新村委会偶然得知澳洲淡水龙虾
这一新兴经济虾种。经调查研究后，该村委会一
致认为，当地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完全能够满足
澳洲淡水龙虾的生长需要，随后有关工作人员便
四处讨教养殖经验，于2017年正式投产。

面对良好的市场前景，温月琼告诉记者，该
村委会今年又新投入20亩地开挖虾塘，继续扩大
养殖规模，打造好特色产业，实现农业增效，加快
番新村共同致富的步伐。

新州镇:

召开脱贫攻坚
大比武工作推进会

东成镇崖碧村委会：

建档贫困户
接受感恩教育

兰洋镇番新村委会：

澳洲淡水龙虾
带动经济增收

以《海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村庄清洁2019年行动方案》为
指导，在市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
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坚持

“政府引导、村民主体、因地制宜、
依法治理、标本兼治”的原则，聚
焦当前农村最迫切的卫生难题，
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在全市农村
开展散养畜禽整治专项行动，解
决农村“畜禽粪污暴露”“人畜混
居”等问题，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打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
一场硬仗。

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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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落实禁养区、限养区、
适养区制度，推进集约化健康养
殖，开展以人畜分离、畜进栏禽
进笼、集中配套规范收集、储存
畜禽粪便还田利用等为主要内容
的散养畜禽养殖污染专项治理行
动，防止和逐步减少散养畜禽养
殖污染。根据三区划定、人居环
境整治等要求，清理散养放养式
畜禽养殖，2019年9月底前全面
完成放养式畜禽养殖清理，推进
规模化、标准化、集中化畜禽养
殖；2020年年底前实现全市无
散养畜禽养殖，全面完成散养畜
禽栏舍的清理拆除工作，进一步
调整优化畜禽养殖布局，与全市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同步开
展，实现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90%以上，营造和谐优美的农村
人居环境。

工作目标

■整治畜禽散养放养：
严禁在各镇城区内养殖畜

禽，禁止在农村人居公共区域、
道路沿线散养或放养畜禽，禁止
散养放养式畜禽养殖继续补栏，
全面推进规模化畜禽养殖。

■整治畜禽粪污污染：
一是严禁将畜禽粪便乱散、

乱排、乱倒、乱存放；二是彻底清
除露天存放、影响道路安全、路
容路貌和生态环境的粪便及养
殖垃圾堆放点；三是严罚清除后
再违规乱存、乱放、乱倒；四是加
快推进规模化和集中圈养场的
配套粪污处理设施建设。

■整治病死畜禽污染：
严禁将病死畜禽随意乱扔

乱弃，依照儋州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儋州市病死动物收
集处理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儋府办〔2019〕19号），各镇组
建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工作队，
成员从村级畜牧兽医员中抽调，
公布收集电话，设立举报奖赏机
制，凡有病死牲畜举报属实的给
予奖励，由工作队员负责上门收
集处理，防止疫病传播。

■整治养殖场环境卫生：
一是已落实集中圈养措施

的养殖场要做好粪便清扫、处理
和利用工作。二是要及时清扫
养殖场周边的环境卫生，做好消
毒、灭蝇及除臭。

整治内容 整治措施

1 清理散养放养畜禽，各镇政府
要强化属地管理，加强畜禽散

养放养的管控及清理，重点整治禁养
区的散养放养畜禽行为，分步实施养
殖栏舍的清理拆除，确保按时间节点
完成畜禽粪污专项整治工作任务。

2 推进规模化养殖，新建畜禽养
殖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

要达到规模化标准，即生猪年出栏量
大于2000头，肉牛、肉羊、肉鸡等畜禽
养殖规模达到国家、省畜禽规模化标
准；二是符合省、市规划要求，养殖场
地选址需向市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报
批；三是具有环评报告或经环评备案；
四是具备相应动物防疫条件；五是符
合三区划定畜禽养殖要求，禁养区内
不得养殖畜禽，限养区不得超量养殖
畜禽、禁止改扩建和新建畜禽养殖场。

3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为切实做
好畜禽散养放养整治，推进我

市畜牧产业调整升级，对2019年年底
前完成建设的养殖场（户、小区）给予
政策支持。

4 依法依规强制实施，各镇政府
组建行动队伍，对在行动中发

现自建栏舍分散圈养但未建环保设施
的，一律强制关闭；对仍散放在外的畜
禽，一律予以现场抓捕，统一处置，一
切损失由养殖场（户）自行承担。对于
乱丢病死畜禽和乱排畜禽养殖粪便造
成环境污染的，根据《动物防疫法》《村
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等相关
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整治时间
从 2019 年 6 月 20 日开始，分阶段进行

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新闻媒体的作用，加大宣
传力度，营造整治氛围。各镇要对畜禽养殖户进行宣传，广泛宣
传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的经验和做法，通过发布通告、印
制宣传册、发放宣传单、进村入户宣讲、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发动
群众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参与散养畜禽专项整治行动。

排查摸底阶段 （2019年7月1-31日）

各镇按方案要求对各村的畜禽养殖品种、数量、户数等
排查摸底，摸清底数，并建立工作台账，针对排查问题列出任
务清单，如实填写《畜禽养殖量统计表》及《畜禽圈养配套环
保设施建设需求统计表》。

集中整治阶段 （2019年8月1日-2020年12月31日）

各镇按照行动方案要求，集中力量、集中时间对各村畜禽
散养户进行全面整治，达到专项整治的各项要求。2019年8
月要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集中整治工作。相关单位要加强业务
指导，协调解决整治工作中出现的突出问题，积极推动各镇抓
好整治工作，确保2019年9月底前，全面完成放养式畜禽养殖
清理；2020年12月31日前，实现全市无散养畜禽养殖。

检查总结阶段 （2019年9月、2019年12月、2020年12月）

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领导小组将组织专项督查组，对各
镇各阶段开展专项整治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各镇要严格开
展专项整治行动，认真总结工作方法、经验，建立长效的监督
管理机制，切实落实属地监管责任。

长效保持阶段 （2021年1月- ）

禁止畜禽散养专项整治行动是一项日常工作，也是提升村
容村貌品味的长期工程，各镇要把这项行动作为一项常规性、常
态性工作抓好落实。专项整治结束后，市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
领导小组还将继续不定期长期开展督查行动。 （记者黎有科）

“以前的歌康村，脏乱差，污水横流，牲
畜粪便随处可见，部分村民垃圾不放入垃圾
桶，堆积在垃圾桶周围，还散发出阵阵恶
臭。”符金富说。

“现在的歌康村不一样了，有时候垃圾
桶垃圾满了，村民会提着手中的垃圾丢进另
一个垃圾桶内。”周涛说。

现在歌康村已形成了人人齐抓共管的
局面。歌康村村民符其信今年80多岁了，“门
前三包”做得干干净净。他说：“我这个年纪，
做不了太粗重的活了，但是我能积极做好周
围的环境卫生。我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我
只希望我居住的村庄越来越美。”

歌康村像符其信这样积极参与劳动的老
人不在少数，他们都在为人居环境的改善做
着努力。据了解，歌康小学的师生们也积极开
展“大手拉小手”活动，利用课余时间参加卫
生劳动，宣传环境卫生整治政策，他们用自己
的一份力，去改善歌康村的人居环境。

周涛说：“歌康村目前已成为了村委会
乃至镇里的环境卫生治理典型，在歌康村的
带动下，村委会的其他自然村也开始人居环
境整治，齐力推进岭地村委会人居环境治理
新局面。

看着整洁靓丽的村容村貌，心旷神怡的
宜居环境，村民都拍手称赞。

整治看变化 村庄美如画
——海头镇歌康村整治人居环境提升乡村“颜值”

本报记者林晓云 实习生符红姜

8月2日，海头镇刚下了一场雨，走在岭地村委会歌康村小路上，一阵轻风拂过脸庞，田野间泥土的芬芳让人沉醉。一进村，一条宽敞而洁净的村道映入眼帘，
两旁是新建的住宅楼，红色的瓦、米黄色的墙，一切显得格外的协调，村民们坐在大树下，你一言我一语，笑逐颜开……近几年来，歌康村通过制定村规民约、鼓励
全民行动等多项措施，全力推进村庄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切实提升群众生活水平。歌康村，一幅清新整洁、舒适惬意的乡村画卷正展现在我们面前。

歌康村位于海头镇西南部，距离镇政府驻
地5公里，是岭地村委会下辖的自然村之一，总
人口205户1166人。

“我们歌康村是海头镇第一个研究制定并
完善村规民约的。”歌康村村长符金富自豪地
说，“《歌康村村规民约》明确了村民责任义务，
要求村民们讲卫生、讲文明、提倡节俭之风，提
倡邻里和谐等等。随后，我们还在醒目的位置上
刻有村规新风尚的宣传标语，希望通过随处可
见的标语，提高村民爱护生活环境的共识。”

岭地村委会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周涛介绍，
今年4月，歌康村成立了环境卫生监督小组，共
有24名成员，组长是村民都信服的人，成员是文

化程度较高的群众、老党员和老干部。村干部还
带头抓，包村包片到人，实行网格化管理，划分责
任区，形成全体干部一线工作的格局，为农村人
居环境彻底整治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歌康村每月都开展卫生监督检查评比工作。
18日是卫生日，村干部、村小组成员带头搞卫生，带
动村民一起参与；19日是卫生评比日，村里用镇政
府每个月补贴的500元，用于奖励卫生做得较好的
前五名村民。希望通过此举，形成村民积极向上的
氛围，努力把村环境做好。”周涛说。

如今的歌康村已彻底解决了村庄内外“脏乱
差”的问题，基本实现了村庄周边无垃圾堆积、街
头巷尾干净通畅、房前屋后整齐清洁的目标。

全民参与 共建靓丽村庄B多措并举 改善村容村貌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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