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雨后的突泉县水泉镇合发
村，空气异常清新，村路两旁绿
树掩映，农家院内洁净利落，房
前屋后的小菜园更是让村庄充
满了勃勃生机。

合 发 村 村 民 周 泉 拿 着 一
袋子垃圾推开了屋门，站在院
里的两个垃圾桶前，熟练地把
两个玻璃瓶放进标注着“不可
燃垃圾”的灰色垃圾桶内，又
将剩余的塑料袋和碎纸屑倒
入了标注着“可燃垃圾”的绿
色垃圾桶内。

“以前家里的垃圾随手就
扔院里了，垃圾分类实行这一
年，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习惯，屋
里院外都干净整洁了。”周泉感
慨地说。

给垃圾分类，加以资源化
处置，村庄“颜值”提高，垃圾实
现“变废为宝”⋯⋯如今的合发
村已成为突泉县开启农村垃圾
分类治理，让老百姓受益的一
个缩影。

去年以来，突泉县按照“政
府主导、群众主体、试点先行、
逐步推开”的工作思路，首批在
12 个试点村开展农村垃圾治
理，迈出了农村垃圾治理的第
一步，被自治区党委、政府确定
为农村垃圾分类治理试点县。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突泉县因
地制宜探索出农村垃圾“五分
法”治理模式。按照“户分类、
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原则，
加强宣传引导，健全考核机制，
完善运行体系，在全县掀起了
农村垃圾分类新风尚。

洁净家园携手共建，旧村
容颜不断改变。垃圾分类治
理，建设美丽乡村，这场脱胎换
骨的“垃圾革命”正在悄然改变
着突泉县的每一个村庄。

“大娘，咱们的垃圾分为几类，每一
类都是什么您知道吗？”“我知道，垃圾分
为 5 类，分别是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
易腐垃圾、可回收垃圾和有害垃圾。”“答
对了，这个奖励您拿好⋯⋯”在突泉县杜
尔基镇红光村，40 多名村民围坐在一起
认真听题、举手抢答，这是近期村里开展
的第二场“垃圾分类”有奖问答活动。

垃圾到处丢、柴禾到处堆、沿路是牛
粪、污水四处流⋯⋯就在几年前，“垃圾
围村”还是困扰突泉县乡村的“老大难”
问题。令人意外的是，在大城市都难以
实行的“垃圾革命”，如今却在突泉县深
入人心，是什么原因让村民们在短时间
内改变了几十年来垃圾“一锅炖”的生活
方式？

“农村垃圾分类治理主体是群众，关
键在于群众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而宣
传引导工作就显得极为重要。”突泉县杜
尔基镇红光村驻村第一书记高巍给出了
答案。为了让群众了解垃圾分类的重要
性、意义，知晓垃圾分类的处理标准、流
程，高巍和村两委成员利用多种形式进
行宣传，开展培训活动，引导村民形成垃
圾分类的自觉意识。

农村环境整治，是个“老大难”问题，
“老”在多年陋习，“大”在千家万户，“难”
在除旧布新。在推行垃圾分类之初，红
光村许多村民不会分类、不能坚持，这也
曾让高巍十分头疼。

“为了推进工作，每次入户我们都要
一对一进行宣传，在‘党群心连心’微信
群里也经常普及相关知识，同时，我们组
建了一支专业的环境卫生清洁队，在开
展垃圾清运的过程中随时进行宣传。就
是这样不厌其烦、反复引导，百姓们开始
从‘要我分’变为了‘我会分’。”高巍说。

带领村民学习垃圾分类知识，让大
家真正参与到垃圾分类治理之中。“我
们经常组织这样的活动，通过入户、调
查问卷、发放倡议书、指导贫困户进行
垃圾分类，让农户了解垃圾分类的好
处，通过垃圾分类的常态化，使我们的
生活环境变得更加美好。”在突泉镇新
生村村民孟凡香的家中，入户宣讲垃圾
分类的志愿者孙伟亮说。

“垃圾 分 类 不 只 是 多 了 几 个 垃 圾
桶，而是要逐渐改变人们的习惯，培养
起文明生活方式，否则老百姓认识上不
去，环境卫生就不能长久保持。”突泉县

六户镇巨兴村党总支书记隋占山同样
认为，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必须激发起群
众内生动力。

作为垃圾分类的先行示范村，巨兴
村将垃圾分类工作与“积分争星”结合起
来，让大家互相“攀比”和“较劲”。这种
良性竞争，激发了大家共同维护环境、美
化环境的动力。“看着村屯环境有了改
善，也加深了大家对垃圾分类重要性的
认识，渐渐地村民都主动加入到环境保
护中来，树立起了垃圾不乱扔的意识。”
隋占山说。

农户知晓垃圾分类标准，接受和准
确分类是推行垃圾分类工作的重点和难
点。突泉县坚持以“一争三扶六到户”工
作为载体，开展多渠道、覆盖式宣传，有
效提高农户知晓率。同时，健全奖补机
制，将垃圾分类纳入“积分争星”管理，按
照产业致富、乡风文明等10星进行评选，
各村每月组织开展农户评比，并给予奖
励，营造人人讲卫生、户户争先进的良好
氛围。随着垃圾分类处理机制运行的不
断深入，老百姓对于垃圾分类的意识进
一步提高，也推动了乡风文明建设进一
步提升。

从改变到习惯 人人皆是参与者

“可燃垃圾裂解烧掉、不可燃垃圾平
坑垫道、易腐垃圾堆沤肥料、可回收垃圾
给钱卖掉、有害垃圾公司全要。”眼下在
突泉县，这个由“五分法”垃圾分类模式
改编的顺口溜可谓是家喻户晓。

为加快推进垃圾治理，突泉县在二
类地区率先引领示范“五分法”分类投
放，探索建立“户分类投放、村镇回收转
运、终端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4 种
处理体系。

在垃圾末端处理上，突泉县根据不
同的垃圾类型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
也带动了一大批绿色环保企业的发展。

吃进秸秆粪污，吐出有机肥料。内
蒙古三阳牧业有限公司集微生物菌剂研
发及复合微生物肥料生产于一体的秸秆
粪污生物处理和利用 20 万吨项目，为农
村人居环境改善开辟了一条既科学又经
济的可行路径。

“通过购买或用有机肥置换的方式，

从农户获得秸秆、羊粪等原材料，将其变
废为宝，不仅切实解决了周边乡镇秸秆
露天焚烧废弃、粪便面源污染等问题，同
时有机肥还田，还能改善土壤结构，使农
业提质增效。”内蒙古三阳牧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包宝山介绍说，公司正打算在
全县范围内建立 100 个村屯田间地头秸
秆粪肥腐熟点，打造“种植、养殖、加工、
废弃物产业化利用”的循环经济模式。

与内蒙古三阳牧业有限公司重点处
理易腐垃圾不同，兴安盟日昇物资回收
有限公司突泉分公司负责处理全县的有
害垃圾。“设置了废电池储存间和废机油
储存间，主要对这两种有害物品进行回
收。”兴安盟日昇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突泉
分公司负责人杨林说，公司每 15 天要在
全县范围进行一次回收，并将回收上来
的有害物品运送至专业厂家进行处理，
最大限度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按下设备按钮，电脑系统便开始运

转，短短几分钟时间，原本松散的垃圾
变成了正方形“垃圾块”被装进了密闭
转运车内，这是记者在赛银花现代农业
生态园区垃圾转运站看到的垃圾处理
场景。

“压缩后垃圾体积减小，减少清运频
次，也有效延长了垃圾填埋场使用年
限。”突泉县园林环卫局办公室主任孙鹏
前介绍说，该转运站日转运能力 20 吨，
收集转运能力可覆盖整个园区近 500 户
设施农业户。

在垃圾处理过程中，突泉县按照源
头分类、就地减量、就近处理原则，降低
垃圾处理成本，最大程度进行资源化利
用和无害化处理。

经过 12 个试点村的先行先试，今年
突泉县垃圾分类在全县 188 个行政村按
照城乡一体化区域、二类区域、三类区域
分而治之统筹推进，实现农村垃圾分类
治理全覆盖。

资源化利用 垃圾也能变废为宝

一大早，保洁员张学军就开着垃圾清
运三轮车穿梭在巨兴村的街巷胡同中。
张学军将收集的垃圾倒入垃圾闪蒸矿化
处理器内，顿时响起了嗡嗡的处理声。

“每天收集完垃圾我都统一送到这
里，用这个‘大罐子’进行处理，你别看现
在垃圾多，放进处理器经过闪蒸矿化处
理后，就变成一点灰土和蒸汽了。”张学
军一边说着一边给炉内“喂料”。

“巨兴村的生活垃圾处理房不止处
理本村垃圾，还辐射着周边 4 个村。”突
泉县住建局副局长舒建说，根据村屯数
量、规模及分布特点，突泉县本着“资源
共享、充分利用”的原则，按照乡（镇）、
村、户三级配备农村垃圾分类治理基础
设备设施，构建农村垃圾分类治理的基
础保障。

截至目前，全县 188 个行政村全部
完成垃圾集中填埋点设置，新建低温磁
化裂解站 10 处。已完成建设可燃垃圾
处理站 15 处，订购生活垃圾闪蒸矿化处

理器 10 台，30L 户用收集桶 37232 个，
240L 公共区域垃圾收集桶 976 个，铲车
10 台，柴油三轮翻斗车 224 台，电动垃
圾收集车 224 台，滚筒式扫路机 61 台。

垃 圾 分 类 工 作 难 在 坚 持 ，贵 在 实
效。突泉县按照“政府主导、分级负担、
社会参与”的方式，制定农村生活垃圾分
类治理运行经费保障制度，并研究制定
优惠和激励措施，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
式，引导、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确保农村垃圾分类治理长效运
营。今年，突泉县计划投资 4246 万元，
建设可燃垃圾处理站 26 处，垃圾分类、
收集、处理覆盖全县所有行政村，力争使
农村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80%
以上。

此外，为建立常态化有效管控机制，
突泉县还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引导、明确
门前四包、公共区域巡察等管护机制，实
现人人都是环保员、户户都有责任田、街
街都有党员管、村村都有管护队的目

标 。 目 前 ，全 县 188 个 行 政 村 聘 用 了
2435 名保洁员，预计农村生活垃圾年处
理率达到 90%以上。

突泉县委书记屈振年说：“乡村环境
整治一定要建立起一套科学有效的运行
和管理机制，要不然就会出现专项突击
式、运动式治理，没干净几天，又变得‘脏
乱差’。随着农村垃圾分类治理工作的
开展，我们有了专业管护队伍，有了基础
设施设备，规范了农户行为习惯，推行垃
圾分类就变得不难了！”

建设“美丽乡村”必先“美化乡村”。
突泉县开展的农村垃圾治理工作，改变
的不仅仅是村容村貌，更改变了农村居
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承载起了农村居民
和谐生活、发展致富的美好愿景。“下一
步，突泉县还要将农村垃圾分类治理工
作与农村改厕、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庭院
经济、牧业再造突泉等工作有机结合起
来，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农村生
活品质，助力乡村振兴。”屈振年说。

建立长效机制 让美丽永驻乡村

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合发村

。

志愿者入户讲解垃圾分类常识。

驻村第一书记为村民讲解垃圾分类知识。

村民分类投放垃圾。

垃圾转运站。

村干部入户宣传垃圾分类知识。

突泉县委书记屈振年调研垃圾分类工作。

保洁员清理村屯街道。

本版图片均由苑康摄

垃圾分类成为乡村新风尚垃圾分类成为乡村新风尚
——突泉县开展农村垃圾分类治理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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