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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落实云南省进一步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五年(2016～2020年)行动计划方案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年)。景洪
市景洪农场通过示范引领打造美丽生态宜居居民组,拆除违章建筑、治脏治乱等环境综合整治,使职工群众人居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改善。指出了
在提升人居环境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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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environment in jinghong f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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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hong farm management committee, jinghong city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five-year (2016-2020) action plan and three-year (2018-2020) action plan for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urban and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in yunnan province. Jinghong jinghong farm through the demonstration to lead the creation of a
beautiful ecological livable residents group, the demolition of illegal buildings, the treatment of dirty and disorderly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comprehensive rectification, so that the living environment of workers and masses has been further improved.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work of improving the liv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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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景洪农场在提升人居环境工作中主要做法和取得成效

2019年,农场提升城乡人居环境工作组与志愿者以创建景洪文明城市为契

1.1主要做法

机,整治占道经营919件、乱摆乱放3569件、乱贴乱画35216件、乱吐乱扔

1.1.1示范引领,多渠道筹措资金打造美丽宜居居民组

2993件、乱排乱倒1002件(896.58吨)、私搭乱建351宗,面积约29733.36

继2018年投资273万元打造十分场第五居民组为美丽宜居居民组后,

平方米,治理重点区域脏迹2978件。

景洪农场以示范引领继续打造十分场第九居民组为美丽宜居居民组。2019

(3)强化生活污水治理,推进清洁水源治理。景洪农场辖区有8个农林

年,农场共投入资金329.2万元对九居民组22户住房进行加固修缮,翻新篮

分场1个城区分场106个居民组,大多数分场和居民组地处半山区。以往,

球场1个,新修水冲式公厕1座,新修排水沟319.6米,新砌挡墙615立方米,

居民生活产生的污水,因缺少统一的排污治污设施,基本上靠自然渗漏和

架设自来水管930米,道路硬化864平方米,新增绿化面积2887平方米。居民

蒸发,对地下水和自然环境产生了污染。考虑到建立统一的污水处理设施

自筹资金28.6万元每户新建冲水式户厕,并统一建盖车库,改造天井。

和架设污水收纳管网成本高,资金缺口大等因素,农场因地制宜将居民组

美丽宜居居民组的成功打造,使两个居民组的职工群众实实在在感受
到提升人居环境给自身带来好处,为其它居民组职工群众主动参与提升人
居环境工作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同时,也为景洪农场下一步开展提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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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环境工作积累了工作经验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周围的鱼塘、湿地等加工、改造,提升其生活污水的净水功能,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居民区的污水排放治理问题。
在对生活污水治理的同时,积极推进清洁水源治理。2017年至2019年,
农场通过自筹和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共167.5992万元,进行饮水设施和管网

1.1.2开展环境综合整治,提升人居环境

改造。其中十一分场第七居民组建自来水消毒净化设施一套,四、五分场等

(1)建立健全违法用地和建筑查处机制,坚决依法依规查处违法违规

十个居民组新架设、改造14174米输水管网,三分场第六居民组修建20m³

建筑。自2011年以来,农场通过将橡胶资源承包给企业职工个人等进行属

水池1座,九分场第七居民组修建拦水坝一个,三分场等四个水厂及十分场

地改革,伴随着企业对职工群众管理弱化,辖区内抢占强占国有土地、私搭

10个居民组水源林保护区制作安装设置警示牌26块。

乱建等现象日益突出。按照行动方案的要求,农场建立健全违法用地和健

(4)清洁田园。在提升城乡人居环境清洁田园工作中,2017年至2018

全查处机制,坚决依法依规查处违法建筑。2017年,查处私搭乱建违法建设

年景洪农场回收处理大棚橡胶育苗用膜3.094吨,香蕉果实套袋用膜7.2

240宗,其中,下发停工、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等各106份。2017

吨。2019年,发动社会力量投入资金85.595万元,开展进组入户宣传教育

年至2019年拆除私搭乱建351宗,面积约29733.36平方米。

25879人次,发放宣传资料10461份,粘贴宣传标语2442条,发动职工群众投

(2)抓好生活垃圾治理,整治环境脏乱差,建设清洁家园。针对职工群
众环保意识不强,将生活垃圾随意丢弃在房前屋后,居民组附近沟谷、河流

工投劳22793人次,清理生活垃圾2110吨,水塘269个,沟渠262公里,淤泥
190.4吨,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104.7吨,残垣断壁108处。

等低洼隐蔽地段等污染环境的行为。农场规建所环保部加强对辖区职工群

(5)积极推进厕所革命三年行动。景洪农场在建场时,以部队建营房的

众的环保宣传,指导各分场、居民组建立卫生公约,成立沧江建筑工程公司

的方式建立生产队居民组,辖区居民以使用旱厕公厕为主。在推进三年厕

垃圾清运部,及时清运农场辖区生活垃圾。2017年至2019年累计投入资金

所革命行动中,农场除要求新建小区、城郊结合部分场及水源充足的居民

197.432万元购置两辆垃圾清运车,购买740套垃圾桶等放置居民组,清运

组建水冲式户厕和公厕外,注重对其它居民组原有的公厕进行改造或重

生活垃圾4866.4吨。针对农场辖区环境脏乱差现象严重的问题,2017至

建。2016年至2019年,共投资约275.78万元在三分场第七居民组等新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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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15座,其中旱厕2座,水冲式公厕13座。通过改造和新建户厕或公厕,一定

住户和居民组联防防控工作机制,提升污水治理水平。农场居民组大多远

程度上缓解了辖区职工群众入厕难的问题。

离城镇、建设地大多为半山区且较为分散,修建纳入城乡一体的污水处理

1.2取得的成效

系统成本过高。可根据居民组周围鱼塘、湿地较多的特点,通过修建生态

通过2016年以来景洪农场人居环境提升3年行动方案和景洪景洪农场

湿地等净化水质的方法来处理生活污水。四是在现有道路“组组通”及全

进一步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的实施,全农场人居环境提升成效

部硬化的基础上,重点解决断头路、回头路等,通过对原有道路改造和提升,

初步显现。私搭乱建、环境脏乱差等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和整治；截止2019

不断完善交通网络体系建设。五是交通条件较好,人口相对集中的居民组,

年,实现了全场9个分场106个居民组“组组通”及道路硬化,解决了职工出

通过兴建小区彻底改善职工群众的居住条件和环境。地处偏远,建小区集

行难的问题；9个分场106个居民组实现了自来水设施供水、均有公厕、生

中居住影响职工群众生产生活的居民组,通过对原有居民组改房、改水、

活垃圾有效治理；106个居民组有60个居民组生活污水有效治理；以景洪

拆除私搭乱建、治脏治乱,推进居民组绿化、亮化、美化等使组容组貌得

市美丽宜居重点村建设为契机,十分场第五居民组、第九居民组通过党建

到根本改善,进一步提升人居环境。

引领,职工群众积极参与,大力发展林下养殖、水果种植等经济,开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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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管并重,完善长效机制。探索建立农场垃圾污水处理统一运营管
理体制,创新投资运营机制和模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企业补贴、个人缴

综合整治,实现了组容组貌的彻底改变 。

2 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

费等多种方式,推进农场垃圾污水治理市场化改革；建立完善管护制度,

2.1存在问题

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建设,制定农农场垃圾污水治理管理办法。广泛开展

景洪农场提升人居环境行动工作开展较早,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受

文明居民组、
“十星级文明户”等创建及“家规家训进万家”活动,培养职

近年来天然橡胶价格的持续低迷等因素的影响,在工作推进中也暴露出了

工群众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树立环保意识,摒弃乱排乱放、乱堆乱放、乱丢

一些问题,具体表现为规划不够、投入不足、机制不全、氛围不浓,整体整

乱扔、乱晒乱挂等不良习惯,引导职工群众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提

治水平不高等。

高、自我改善人居环境。
(4)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大投入。设立农场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资金,保

2.2对策和建议
(1)因地制宜,规划先行。坚持规划先行,按照先规划后实施的原则,

障农场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资金；抓住正在进行的农垦改革,积

根据农场、分场及各居民组人居环境现状,突出实用性,符合农场实际、满

极争取国家和省、市资金支持,通过地方财政适当补助、农场自筹、社会

足职工群众的需求,体现农场特色,实行多规合一,将正在开展的土地利用

资金投入、受益职工群众投工投劳等形式,多渠道筹资筹劳；采取以奖代

总体规划与农场建设规划、生态环境建设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等有机结合

补、先建后补、以工代赈等多种方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等。

起来,强化农场房屋建设管控,实现农场规划管理全覆盖。

(5)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浓厚氛围。充分利用报刊、广播、微信等大力

(2)重点突出,不断提高综合整治水平。一是要加快推进农场垃圾治

宣传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意义、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对已打造的美丽宜

理。加大农场原有垃圾收运设施、无害化设施建设力度,在景洪市城市生

居居民组要通过组织参观、举办经验交流等方式加以宣传,形成大家都关

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未建立之前,应对二分场、五分场、八分场、十分场原

心、支持、参与农场人居环境整治的良好氛围 。

[3]

有的简易垃圾填埋场进行提升改造,从而避免从各居民组收集转运来的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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