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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對美好生活

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

鬥 目 標 」— —民 生 ，

是習近平總書記心中

的最大牽掛；一個個

體恤民情的感人故事

溫暖人心。新華社從

15

日起以「總書記關

心的百姓身邊事」為

主題，連續推出一組

2019年8月16日（星期五）

報道，以回訪習近平

總書記十八大以來關

心的民生領域百姓身

邊事為切入點，反映

時代的發展進步和百

姓的獲得感，展現總

書記廣博、深沉的人

民情懷，傳遞億萬人

民團結奮鬥、創造美

關心 的 百姓身邊事

好生活的信心和決

總書記

心。

「冬天不冷夏天不臭」 實現污水垃圾處理全覆蓋

兒孫樂得返鄉
廁改優化生活

A18

小廁所連着大民
生。黨的十八大以
來，習近平總書記
一直關心農村的廁
所改造工作，多次
在考察中作出重要
指示。中央有關部
委、全國各地積極
響應，一場「廁所
革命」在全國展
開。

■新華社
■2014 年歲末，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調研時走進了洪家勇家，關心農村廁改。他指出，解決好廁所問題在新農村建設中具有標誌性意義。
網上圖片

「一個土坑兩塊磚，三尺土牆圍四
邊。」這曾是農村廁所留在人

們腦海中的印象。2013 年底，在江蘇
省鎮江市世業鎮村民們的呼籲下，這
個長江上的小島開始自建排污管
網，第一個完工的自然村就是永茂
墟。村民洪家勇家的廁所與地下污
水管網連通了，匯集的糞液進入三格
化糞池，除了第三個格子的糞水直接
用來澆地施肥，其餘的集中收集、處理
後達標排放。
記者日前走進洪家勇家的小院，兩層

樓房窗明几淨，生活設施一應俱全，院
內蔬菜長勢喜人，屋後小河流水潺潺，
遠處山巒隱約可見……
過去，雖還是那山那水，但「味道」
大不一樣。
「那時候，一到夏天，院子裡不能
站人。我家最開始用的是旱廁，搭兩
塊板，稻草蓋一蓋，蒼蠅、蚊子多得
很。後來改了水廁，但沒有化糞池和
排污管道，髒水就往這條小河裡面
流，天氣一熱味道還是不能聞。」老
洪一邊說，一邊招呼記者去參觀他們

家現在的廁所，「你看你看，是不是
一點味道都沒有了？」

孫輩愛上爺爺家
「冬天不冷，夏天不臭」，一間廁所
的變化，讓城裡的孫子孫女愛上了爺爺
家的小院。更讓老洪備受鼓舞的，是得
到了總書記的肯定。
2014年歲末，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調
研時走進了洪家勇家，看到老洪家潔淨
的廁所，又得知村裡都已經把旱廁改為
水廁，總書記十分高興。他指出，解決

好廁所問題在新農村建設中具有標誌性
意義，要因地制宜做好廁所下水道管網
建設和農村污水處理，不斷提高農民生
活質量。
幾年來，江蘇省認真落實總書記的重
要指示，各級財政累計出資3,150萬元人
民幣用於廁改。世業鎮在全面完成廁改
基礎上，進一步實現了污水、垃圾處理
設施全島覆蓋。在江蘇全省，以「廁所
革命」為核心的村莊清潔行動、農村生
活垃圾和農業廢棄物治理等專項方案持
續推進。

「城裡公園趕不上村裡風景
城裡公園趕不上村裡風景」
」
近年來，農村「廁
所革命」 快 速 推 進 ，
全國大部分省份都制
定了農村「廁所革
命」的專項行動方案，千村萬戶經歷
蝶變。
有着「中國最美鄉村」之譽的江西婺
源，潺潺溪水從黛瓦白牆的徽派建築前流
過。

&

廁所旁邊曬辣椒
「過去可不敢在這裡曬辣椒，旁邊就是旱
廁，臭烘烘的，路過都要捏着鼻子走。」
73 歲的戴任堂把家裡的辣椒晾曬在村廣場
的角落，一邊翻曬一邊跟鄰居聊天。
「今天早上起來沿着村子走兩圈，說
真的，如今城裡的公園趕不上咱們的
自 然 風 景 。 」 56 歲 的 村 民 占 年 開
說，他剛去兒子務工的城市待了
一段時間回來。
「改水改廁搞衛生這些小
事能帶來這麼多實惠，
真沒想到。」村

■2014年12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
鎮江市丹徒區世業鎮永
茂墟自然村調研時同村
民親切握手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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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戴志花開了個農家樂，由於
環境越來越好，遊客也越來越多。
長溪村村委會主任戴向陽說：「廁
所的變化改變了鄉親們的生活。」
調查數據顯示，2018 年全國完成農村
改廁 1,000 多萬戶，農村改廁率超過一
半，其中六成以上為無害化衛生廁所。
「廁所革命」帶來的鄉村文明新氣象，正
為鄉村振興提供新動力。
據國家鄉村旅遊監測中心對 109 個監測點
（村）的調查，今年上半年，這些點（村）
水沖式廁所普及率 75.1%，同比增加 14.9%，
生活垃圾集中收集點和生活污水處理設施的
農戶覆蓋率分別上漲了3.2%和15.5%。隨着
公共服務設施大幅改善，上半年全國鄉村
旅遊總人次達 15.1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
加10.2%，總收入增加11.7%。
「黑臭河道越來越少，家門前溝渠
越來越清，流進長江的水越來越
乾淨，村民們像愛護眼睛一樣
愛護環境。」世業鎮世業村
村委會主任何永林說。
■新華社

融美食音樂美景 因地制宜完善基建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就「廁所革
命」作出重要指示，強調發揚釘釘
子精神，採取有針對性的舉措，一
件接着一件抓，抓一件成一件，積
小勝為大勝。
「三分在建，七分在管。建了統
一的污水處理廠、垃圾收集點當然
好，但讓老百姓擔憂排污費、垃圾
費增加負擔就不好。要設身處地為
老百姓着想才能持久。」世業鎮科
教文衛辦主任顧柳俊經歷了幾輪廁
改，對此深有感觸。
莊稼一枝花，全靠肥當家，改廁

還要兼顧農民生活與生產的需要。
近年來，三格式、沼氣式、雙甕
式、糞尿分級式等新技術不斷推
出，適應了我國從溫帶到熱帶、從
山區到水鄉等多緯度、多地形地貌
的需求。
「落實好這一民生重大工程，
離不開完善的頂層設計和政策支
持。」農業農村部農村社會事業
促進司司長李偉國介紹，2018 年
農業農村部專門成立了農村人居
環境整治工作推進辦公室，集中
力量抓好各項工作落實。今年，

中央財政投入 70 億元（人民幣，
下同）用於農村「廁所革命」整
村推進財政獎補，中央預算內投
資 30 億元支持中西部地區因地制
宜開展農村人居環境基礎設施建
設。
在全國各地，以農村「廁所革
命」為重點的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各項
任務穩步推進。今年上半年，全國新
開工改造農村戶廁1,000多萬座，建
設農村生活垃圾處理設施5萬多座，
農村生活污水處理設施9萬多座。
長江畔，這個44平方公里的世業

鎮變了。近年來，通過與迷笛、草
莓、中演、韓國 SM 等演藝集團合
作，一個集美食、啤酒、音樂、濱
江美景為一體的音樂島吸引了上百
萬中外遊客，「島內」廁所數量、
質量不斷升級，售紙機、手機充電
站、無障礙設施齊備，確保樂迷們
優雅到底。
老洪最近有點幸福的煩惱，一年
一度的「長江國際音樂節」剛開
票，孫女說要回老家聽演唱會，
「以前我還能要到贈票，這兩年一
票難求啊。」

■習近平總書記在世業鎮實地察
看草莓生長情況。
看草莓生長情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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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發 表 習 近 平 重 要 文 章

《在解決「兩不愁三保障
兩不愁三保障」
」突出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
突出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
》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16 日出版的
第16期《求是》雜誌將發表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的重要文章
《在解決「兩不愁三保障」突出問題座談會上
的講話》。
文章強調，脫貧攻堅戰進入決勝的關鍵階
段，各地區各部門務必高度重視，統一思想，
抓好落實，一鼓作氣，頑強作戰，越戰越勇，
着力解決「兩不愁三保障」突出問題，扎實做
好今明兩年脫貧攻堅工作，為如期全面打贏脫
貧攻堅戰、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出新的更
大貢獻。

文章指出，總的看，脫貧攻堅成效是明顯
的：一是脫貧摘帽有序推進；二是「兩不愁」
總體實現；三是易地扶貧搬遷建設任務即將完
成；四是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更加鞏固。在肯
定成績的同時，也要清醒認識全面打贏脫貧攻
堅戰面臨的困難和問題：第一類是直接影響脫
貧攻堅目標任務實現的問題；第二類是工作中
需要進一步改進的問題；第三類是需要長期逐
步解決的問題。
文章進一步指出，到 2020 年穩定實現農村
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
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是貧困人口脫貧的

基 本 要 求 和 核 心 指 標， 直 接 關 係 攻 堅 戰 質
量。總的看，「兩不愁」基本解決了，「三
保障」還存在不少薄弱環節。要摸清底數，
聚焦突出問題，明確時間表、路線圖，加大
工作力度，拿出過硬舉措和辦法，確保如期
完成任務。
文章最後說，脫貧攻堅戰進入決勝的關鍵階
段，打法要同初期的全面部署、中期的全面推
進有所區別，最要緊的是防止鬆懈、防止滑
坡。一要強化責任落實；二要攻克堅中之堅；
三要認真整改問題；四要提高脫貧質量；五要
穩定脫貧攻堅政策；六要切實改進作風。

▼習近平總書記在世業鎮衛生院了解基層
醫療改革和服務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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