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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丹河流域全河道建设人工湿地实施水质净化

寿光：污水处理费省了不少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1月2日上午，寿光市侯镇河沟村，53岁
的王凤琴在丹河里下好抽水机和水管，河水
被引至麦田。“丹河水清澈见底，天气暖和
时，还经常看到鱼儿游来游去。水好了，我
们浇地放心了。”王凤琴说，只要有水，农
田基本可确保丰收。2017年夏季麦收，王凤
琴家的麦子亩产达550公斤。
前几年，王凤琴只能靠天吃饭，遇到干
旱，也不用丹河的水浇灌。“有几年时间，
丹河的水黑乎乎的，散发着臭味，鱼虾绝迹
了，我们也不去河边了。”王凤琴说。
丹河在寿光流经纪台、稻田、洛城、上
口、侯镇5 个镇街，共长约35 公里。丹河寿
光段的河水水源除雨水外，主要为上游县市

入境水和寿光四座污水处理厂排出的中水。
在过去经济粗放式发展阶段，受上游及
自身污染影响，丹河水质一度污染严重，被百
姓称为“酱油河”。
“ 我小时候在丹河里游泳，
逮鱼摸虾，看水鸭嬉戏，渴了直接捧起丹河的
水喝。后来污染成那样，觉得很难受。”稻田镇
西丹河村村民56岁的董伟强说。
2016年，寿光投资750万元，在丹河建设人
工湿地，对上游来水及寿光丹河沿途污水处理
厂尾水进行进一步净化。丹河新建37座溢流坝
抬高河道水位，35公里的河道内栽植抗水性
强、净化性能好的芦苇、香蒲等水生植物约
1366亩。
寿光市水利局局长黄树忠说，受自然条
件限制，丹河内水量较小、冲刷力弱，仅靠
水体自净能力，水质实现快速改善压力较

大。2016年6月，寿光市政府召开会议，专题
研究丹河治理工作，出台了相关方案，以丹
河为试点，在全河道建设人工湿地水质净化
工程。
寿光市水利局的监测统计结果显示，丹
河人工湿地工程建成运行一年多来，上下游
断 面 C O D 、 氨 氮 改 善 幅 度 分 别 为5 0 . 4 % 、
84 . 2% 。随着水生植物的不断生长，湿地水
质净化能力还将进一步增强，河流水质将持
续稳定达到省控V类水质标准。
寿光市环保局生态和流域管理科科长王
廷相说，经初步测算，仅丹河流域污水处理厂
一年可节省运行成本1300 余万元，同时还有
效避免了污水处理厂为提高出水标准添加化
学处理剂造成的水体二次污染，水质净化效
果非常明显，收到了良好的生态和经济效益。

如今，在丹河佛屋村断面，10多米宽的
水面上，不时有鸟儿在水草中飞过。水边的
芦苇、蒲草随风飘摇。而原来只有河中心有
1米到2米宽的水面，河水很快流向下游，水
草也长不起来。现在，丹河的水面宽了，水
草茂盛，泥沙也沉淀下来。
虽然是隆冬时节，董伟强依然喜欢沿着
丹河散步。“看着清澈的河水，觉得又回到
了小时候。”董伟强说。
“继续对丹河湿地的生态效益进行跟踪
分析，实行丹河流域联防联控监管，采取政
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加强丹河湿地的维护管
理，确保效益的正常发挥。同时，以丹河湿
地为样板，逐步在塌河、织女河、阳河、桂
河等河道推广生态湿地建设，从而实现河流
水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黄树忠说。

打通农村纪检监督“最后一公里”
福山区推行“层联制”，农村信访和党员违纪同比分别下降17%、24%
□记者 董卿 从春龙
通讯员 蒋文明 报道
本 报 烟 台 讯 “ 我 们 村 这 个 月 开 了4 次
‘两委’会和党员村民代表会，讨论了六件大
事，公开村务、财务12项，其中有2项内容不符
2017年11月10日，
合上级规定,被我提议取消。”
烟台市福山区回里镇狮子山片区召开了村务
监督工作例会,胡家夼村纪检委员汇报了当月
监督工作情况。这是回里镇基层监督的工作
日常，也是福山区“层联制”监督模式的缩影。
为扭转农村基层监督链条衔接不紧密、
工作开展不规范、作用发挥不明显的现状，福
山区探索推行了“层联制”监督模式，着力打
通农村纪检监督“最后一公里”。
“所谓‘层联制’监督，就是在纵向搭建层
层相叠的监督架构，从横向构建相互联动的
监 督 网 络 ，横 纵 双 向 共 同 作 用 ，形 成 一 个 立
体、严密、有力的基层监督体系。”福山区纪委
常委王德珩介绍。纵向上，该区在镇村两级监
督之间，增设片区纪检指导员和廉情民意收
集员，建立镇纪委、片区纪检指导员、村纪检
委员、廉情民意收集员“四级监督”架构；横向
上，整合纪委、农业、审计等专业监管力量，实
现宽领域、全方位的联动监督格局。
监督体系转不转，监督主体是关键。除了
监督框架，福山区还格外重视人员选配，从镇

2017年10月27日，烟台市福山区高疃镇组织廉情民意收集员查找问题线索。（资料片）
街机关优秀中层干部中选派45名片区纪检指
导员，规范了230 名村纪检委员设置，在农村
老党员、村民代表、退休干部中选聘了452 名
廉情民意收集员，分别在不同层级发挥着基

层监督枢纽、阵地和纽带作用，进一步壮大了
基层纪检监督“神经末梢”。
为了确保各监督层级和主体明责担责，
该区搭建了“4+”
“4制”的监督履职载体。一方

面，由镇纪委“执纪+领导”，片区指导员“督促
+ 指导”，村纪检委员“监督+ 汇报”，廉情民意
收集员“探头+上报”，用“4+”明确四个层级的
监督责任；另一方面，建立镇街专项查纠、片
区工作例会、村务监督联审、廉情民意报告机
制，以4项机制为各层级监督工作创造了有力
抓手。
在工作推进过程中，该区以监督效果为
导向，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热点问题，有
针对性地建立了“五步监督工作法”。针对决
策程序和公开公示两个关键点，要求村纪检
委员和廉情民意收集员分别做到“四看”
“三
问”，看是否符合上级规定，看是否通过“四议
两公开”民主决策程序，看财务单据是否经村
务监督委员会审议，看是否征求群众意见；问
知不知晓，问意见建议，问赞不赞同。不仅保
障了各层级监督主体的威信，也把违纪问题
的风险控制到最低。
效果显于数据。“2017年，全区农村信
访举报和党员违纪问题数量同比分别下降
17%、24%，有价值信访举报线索和信访成案
数量同比分别增长41%、33%……”福山区纪
委副书记姜成海表示，数据的“双降”“双
升”反映了农村矛盾的减少和线索质量的提
高，也折射出“层联制”下农村基层正风反
腐的新成效。

从景区延伸到城乡，改厕与污水治理同步

齐河厕所革命推动全域旅游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郑军 王业婷 报道
本报齐河讯 “没想到景区厕所这么干
净漂亮，洗手台、自动烘干机等一应俱全，还
有专门方便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厕所。”元旦假
期，很多济南游客，来到齐河金鲁班生态庄园
游玩时表示。作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该庄园
投资40 多万元对景区厕所提质升级，按照国
家级标准建设，新建6 处厕所，预计年接待游
客10万余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00多万元。
齐河现已有国家A 级景区9家，正在实施

的重点旅游项目10余个。旅游业发展初期，存
在厕所供给不足、分布不均衡、管理不到位等
问题。为了让来齐河的游客享受到更舒适的
如厕体验，齐河县旅游局局长丁梅介绍，齐河
将厕所革命全面融入全域旅游。首先是规范
旅游厕所标准，明确A级景区厕所达到A级厕
所标准，采摘园、开心农场、好客人家星级农
家乐厕所达到全省旅游厕所建设标准；为提
高厕所使用效率和舒适度，建立严格的保洁
和管理制度，在景区重要节点处设置厕所指
向牌。目前，齐河实现旅游景区、乡村旅游点、

旅游餐馆、交通集散点等人员密集点公厕全
覆盖，免费开放，完成新改建旅游厕所306处，
建设数量居德州市首位。
不仅如此，齐河将厕所革命从景区内延
伸到景区外，由城市拓展到农村。其中农村厕
所改造和生活污水治理同步进行。该县农村
改厕采用小型改厕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县
乡级财政已安排资金近8000 万元，用于改厕
设备采购和施工；在13 个乡镇驻地均建成小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站），并配套建成污水
收集管网129公里；采用“改厕+污水一体化处

理”模式，厕所粪便在“处理器”生物菌作用下
分解成水和气体，中水可回用，农户可自行维
护。同时，该县借助全县生活污水治理智慧监
管平台和监管中心，对各乡镇、社区污水处理
厂（站）进行实时远程监管，并组建齐河污水
治理运营公司负责建设、管理。目前，该县已
建 成 小 城 镇 和 农 村 社 区 污 水 处 理 厂（ 站 ）35
座，采用“小型生物改厕污水一体化设备”实
施厕所改造近3万户，计划到今年年底完成改
厕户数4 万7 千余户，基本实现农村无害化卫
生厕所全覆盖。

“追溯农产品”
进入薛城超市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何鑫 报道
本报枣庄讯 1月1日上午，记者在枣庄市薛城区贵诚
购物中心新城嘉汇店、善利元光明路店等超市的“枣庄追溯
产品专卖区”看到，辣椒、黄瓜、鸡蛋等农产品摆满了货架，
吸引众多消费者选购。
据了解，共有包括生鲜蔬菜、肉蛋在内的26个品种的农
产品进入薛城8家超市。超市为专卖区配备了专职导购员，
并为每件产品贴上了印有“枣庄追溯产品专用”字样的统一
标识，标识内写有“政府监管、品源可查”及“枣庄市商务局
监制”字样，专门设计了追溯产品图标和二维码，消费者通
过扫描标识上的二维码，能够在第一时间获知产品的产地、
生产企业、检测合格情况、营养成分、购买商场等信息，实现
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的全流程“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
究”，从而建立起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信任桥梁，进一步推
进老百姓餐桌上的食品安全问题。

城阳出台全民健身
三年行动计划

□记者 肖芳 通讯员 矫超 报道
本报青岛讯 2017 年11 月13 日，青岛市城阳区在全市
率先公布全民健身三年行动计划——
—《全民健身三年行动
计划（2018-2020年）》。该计划提出，到2020年，全区将形成健
身设施全覆盖和完善的8分钟健身圈，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到6平方米以上。
据介绍，城阳区目前人均体育场地已达5 . 7平方米，居全
2020年以前，城阳区每街道将
省、全市首位。根据行动计划，
建设综合性体育运动公园达到7处以上，并全部配备300或400
米塑胶跑道；继续推动学校体育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在现
有已开放13所学校的基础上，按照每年改造开放15所学校的
进度，每所学校拨付20万元专项改造资金的标准，使全区具
备开放条件的学校体育场地到2020年全部对社会免费开放。
此外，城阳区还将突出抓好全民健身重点人群：一方面
加强学校体育工作，每年投入300万元用于校园足球活动开
展，长期聘请30名专业教练到足球重点校带队，探索建设国
际青少年足球培训基地；另一方面重点扶持老年体育事业发
展，各街道每年按照60岁以上老年人人均5元的经费标准将
老年人体育活动经费列入到年初财政预算。到2020年，全区
每周参加1次及以上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65%以上，经常参加
体育锻炼人数达到58%以上，
身体素质与健康水平稳步提高。

桓台强化廉政教育构筑
“不想腐”堤坝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徐冰 报道
本报桓台讯 桓台县纪委突出廉政教育的针对性、实
效性，不断创新廉政教育新途径、新载体，筑牢党员干部拒
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构筑起“不想腐”的堤坝。
“王渔洋故居也来过多次了，但是专门来接受家风教
育，这让我思考很多，培育好的家风，无论对孩子教育、家庭
和谐，还是对自身廉洁从政，都具有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
县食药监局党员干部到王渔洋故居参观学习时，副局长马
梅兰有感而发。
2017年，桓台县纪委以“新城王氏家规家训的挖掘和利
用”被市委确定为98项创新改革事项之一为契机，深入挖掘
新城王氏家规家训的“廉”元素，营造党风正、政风清、家风
好、民风淳的良好氛围。
“近年来，我县查处的一个个典型案例证明，党员‘违法
犯罪’，无不始于‘违规违纪’……”在桓台县领导干部警示
教育报告会上，县纪委常委徐兵用大量鲜活的案例，为大家
2017年以来，该县受教育党员干
上了一堂廉政警示教育课。
部近万人。同时，县纪委用活用足“反面教材”，收入违纪案
例编印《镜鉴》一万余册，全县1200余个基层党组织开展深
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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