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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改厕岂能“为改而改”
记者近日跟随国务院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检查组在安徽、
河南一些地方现场检查发现， 一
些村镇已经完成改造的厕所不好
用、 不能用， 厕所长期闲置， 成
了 “摆设”。 厕所革命中出现的
“为改而改” “一改了之” 等问
题， 亟待解决。

抽查10多户， 竟无一使用
“感谢政府给我们修厕所，

但是好事没办好。” 安徽省肥东
县石塘镇红光社区居民柳绍应
说 。 去年政府给村民新建了厕
所， 在房后建了化粪池； 但是，
新厕建好后， 他一次也没用过。

日前， 记者跟随第九检查组
在肥东县随机走访， 在石塘镇红
光社区抽查了10多家去年完成改
厕的农户， 发现没有一户厕所正
常使用。

有村民反映， 新厕所没接通
自来水， 每次上厕所， 都要用水
瓢舀水冲， 大便很难冲干净， 觉
得很麻烦。

面对检查组暗访发现的问
题， 镇村干部起初表示不知情。
检查组带着镇村干部再次进村入
户， 现场抽查。 连续抽查的多个
农户， 依然没有一户的新厕所正
常使用。

检查组发现， 在抽查的10多
户村民家中， 每个厕所都有质量
问题， 有的是出粪口损毁， 有的

是3个粪格之间的隔板变形， 其
中粪格串水、 雨水渗漏进入化粪
池等最为普遍。

检查组还发现， 红光社区没
有建立卫生厕所管护机制， 大量
化粪池检查口被水泥封死， 需要
用锤子敲开混凝土， 才能勉强打
开， 普通家庭日常使用时很难开
启。 同时， 这也说明化粪池建成
以来从未清掏过。

记者从肥东县委县政府获
悉， 今年上半年， 肥东县在全县
范围开展改厕工作摸排， 发现大
约有20%的改厕户存在闲置不用
的问题；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立即要求开展整改。 对检查组暗
访发现的问题， 肥东县表示将认
真剖析原因， 进行彻查整改。

“厕所改造是上边要求
的， 应付过去就妥啦”

第十一检查组赴河南省开封
市祥符区、 通许县、 尉氏县等地
明察暗访发现， 一些地方厕所改
造缺乏科学指导， 人员缺乏相关
资质， 刚改的新厕就出现工程质
量问题。

尉氏县庄头镇鸡王村王小枪
家今年进行了厕所改造， 然而三
格式黑色化粪桶已被挖出， 丢弃
于村头的荒地里。 他家重新修了
水泥化粪池。 王小枪的妻子对检
查组介绍， 厕改后没多久发现设
施出了问题， 却找不到人管， 所

以又拆了， 重修了厕所。
祥符区陈留镇二里寨村党支

部书记霍传群介绍， 村里从今年
春节开始进行改厕， 目前已完成
100户左右。 今年一场大雨让不
少改厕后埋在地下的化粪桶漂了
起来， 约有四五十户。 村民说，
化粪桶之所以雨后漂起来， 是因
为安装不专业———负责安装的是
村委会找的本村人。

在通许县大岗李乡小岗郭村
郭治勤家， 检查组发现他家改造
后的户厕厕室内高低不平， 地基
不牢，人站到便池上摇摇晃晃；而
且水冲压力器压力太小， 水冲成
摆设，便池易堵，得靠棍子捅。

检查组随即来到通许县大岗
李乡乡政府了解当地农户的具体
改厕情况， 有关负责人提供给检
查组的改厕总户数是735户， 但
是在核查中， 检查组发现电脑底
账上显示的改厕总户数为326户，
而纸质材料更是不足百户。 当地
政府多名工作人员再三核对也难
以说明改厕数量。 提供给检查组
的村民厕改登记表中， 除了开始
几份 ， 大多数仅封皮有简单信
息， 翻开全是空白。

针对部分农户改厕存在的质
量问题，有村干部告诉检查组，厕
所改造是上边要求的， 应付过去
就妥啦；对贫困户“六改一增”中
的改厕，好赖改改就行了。

检查组还发现， 部分农村改

厕推进速度快， 但由于使用成本
较高， 让改厕这项惠民工程变成
了群众的烦心事。

紧挨鸡王村村委会的一户居
民把化粪桶挖出来丢弃了。 有村
民告诉检查组， 村里好多人都挖
出来了， 因为化粪桶抽粪一次要
30元， 她家一个月抽了3次； 与
旱厕相比， 费钱费事。

加强质量监管 ， 防止
“建而不用”

“‘建而不用’现象并非只是
在安徽发生， 在其他多个省份也
有。”第九检查组成员中的厕改技
术专家说， 他曾经作为农业农村
部改厕技术服务团成员， 前往山

东、甘肃、河南、天津等多个省份
调研，发现“建而不用”问题较为
普遍。这个问题能否得到解决，直
接关系着农村厕所革命的成败。

对于在河南省检查过程中发
现的新厕没法用 、 用不上等问
题， 第十一检查组认为， 要对已
经完成改造的农村户厕逐户排
查， 认真摸查整改。 同时， 还要
在摸清农户实际需求基础上， 分
类施策， 精准施工， 精细服务，
保质保量， 让群众满意。

检查组建议， 不能将改厕只
作为政府的任务单向推进， 要充
分尊重农民意愿 ， 不搞强迫命
令， 愿改就改， 不愿改就不改。
同时， 还要加强质量监管， 建立
严格的质量把关机制， 从产品设
备质量到施工质量， 建立全流程
的选购、 监督和验收把关制度，
确保新改厕所好用、 管用。 在重
建设的同时， 也要注意探索后期
维护的长效机制， 真正解决 “建
而不用” 问题。

多位农村基层干部认为， 改
厕要根据不同区域生活习惯、 卫
生习惯、 自然环境条件、 经济社
会发展状况的不同， 采取适宜的
改厕模式 ， 防止生搬硬套 、 搞
“一刀切”。

图为11月27日， 在安徽省肥
东县石塘镇红光社区， 村民家里
已经改厕完成的厕所长期闲置 ，
成了村民的杂物间。 据新华社

抽查10多户新厕竟无一使用

仅靠企业一份 “承诺 ”，就能
“代替 ”规划 、环评等多项政府审
批，这可能吗？在北京经济技术开
发区， 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
实施， 通过投资项目审批流程再
造，正在让这种可能成为现实。

企业“承诺”代替政府审批
北京昭衍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第一个
“吃螃蟹 ”的企业 。出于业务发展
的需要， 公司拟建设中试生产基
地， 承诺制的出现， 让这个占地
120亩的项目开工流程大大简化。

承诺制即政府部门制定项目
准入负面清单和企业承诺事项清
单，对符合条件的投资项目，企业
按照政府制定的标准作出书面承
诺后，即可自主开展项目设计、施
工等工作。

今年初， 北京市推出这项试
点方案，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内推行， 希望通过这一新型企业
投资项目管理模式， 最大限度精
简审批环节，变“先批后建”为“先
建后验”，推动投资项目审批流程
再造。

根据试点方案， 承诺制仅保
留了立项、 规划、 施工等必要手
续 ，建设项目能评 、环评 、水评等
20项列入承诺事项清单的审批事
项，一律改审批为承诺，极大加快
了项目推进速度。

速度加快，效率提升，但企业
心里还是有顾虑。

昭衍公司董事长冯宇霞说 ，
以前审批流程长， 但只要规划图
纸交上去并审批通过， 照着图纸
建设就可以 ，现在 “承诺 ”大大简
化了流程， 但不确定性也相应增

加，如果无心违背了“承诺”，该如
何是好？

一次推进会上， 冯宇霞把自
己的担忧告诉了开发区规划分
局。 规划分局专门调拨两名工作
人员，与昭衍保持热线联系，答疑
解惑，消除顾虑。

如今， 昭衍公司中试基地的
总体规划已经基本完成， 准备按
照承诺制试点流程加速推进 。诺
康达等其他项目也在按照承诺制
流程有序推进。

优化营商环境再出新招
在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的基

础上， 北京市酝酿在开发区等有
关区域内试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节能审查承诺制， 让企业办节能
审查从现在的 “只跑一次” 变为
“一次也不跑”，全程网上办理。

与投资承诺制相似， 节能审
查承诺制由项目单位作出书面承
诺， 节能审查管理部门原则上不
对承诺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查 ，通
过事中评价和事后监察等方式确
保项目单位提升能效水平， 落实
承诺内容。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主任梁胜说，作为一种全新探索，
政府与企业一样， 也在摸着石头
过河。 开发区多次召集涉及部门
与企业一同开会， 把存在的问题
摆上桌面探讨， 逐步形成承诺制
实施细则，并编制了承诺书、同意
告知书等一系列标准化的 “承诺
模板”，让企业有章可循。

这些试点工作， 将逐步形成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适时向中
关村科学城、未来科学城、怀柔科
学城等其他区域推开。

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压缩审批事项、简化审查
环节等组合拳， 承诺制系列改革
试点将力争进一步提高企业办事
效率，降低企业建设成本。

政府“有诺必践”
激发市场活力

今年前三季度， 开发区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1%，高于北京
6.3个百分点。从重点领域看，反映
实 体 工 作 量 的 建 安 投 资 增 长
16.6%。

在通过对企业实施承诺制提
高其投资便利度的同时， 政府部
门也在自我加压， 实施另一个维
度的“有诺必践”。

“服务包”是北京改善营商环
境推出的实招之一， 各级政府部
门针对企业设立和发展中遇到的
瓶颈， 依法依规量身定制解决方
案，提供“管家式”政务服务。

今年5月，开发区企业航卫通
用电气医疗系统有限公司的新型
乳腺X射线机生产线正式投产，开
启了该设备从开发区向全球供
应、向全国各级医院覆盖之路。为
保证这条生产线顺利建设投产 ，
开发区一系列服务为生产线顺利
引进提供保障， 最终促成数字乳
腺X射线机全球首发。

梁胜说，围绕优化营商环境，
开发区将进一步加强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 实现 “政务服务真进一
门 、真进一厅 、真上一网 ，行政审
批材料最少、 流程最优、 程序最
简 、成本最低 、群众获得感最高 ”
等 “三真五最 ”，创建北京市营商
环境改革示范区， 进一步激发市
场活力。 据新华社

企业“一诺千金” 政府审批“放行”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试点再造投资审批流程

本报讯 （记 者 赵 思 远 ）
11月30日， 由人民日报社、 国
家城市品牌评价项目领导小组
指导， 中国城市报社和人民日
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办的
2019中国城市大会暨中国城市
品牌评价发布 （地级市） 在人
民日报社召开。

中国城市大会已成功举办
三届。 2019中国城市大会围绕
“名城名企共融发展” 主题， 近
百家企业 、 40余座城市参会 ，
聚焦城市发展新变化， 城市与
产业如何交融， 以及央企如何
与城市产业深度对接， 激发城
市新动能。 中国城市网全新启
航发布仪式、 全民阅读书香中
国启动仪式、 “医美之都” 建
设发展高峰论坛启动仪式也相
继在会上举行。

本次会议还发布了中国城
市品牌评价 （地级市 ） 榜单 。

该榜单是中国城市报社、 人民
日报文化传媒等单位联合组成
的中国城市品牌评价项目组 ，
按照 《品牌评价城市 》 国家标
准 ， 依据从国家统计局 、 国
家信息中心和国家相关部委
信息平台采集的数据 ， 对全
国293个地级市进行标准化处
理， 计算出各城市品牌影响力
指数， 现发布前100名城市名单
（不含省会城市）。 此次榜单中，
苏州、 温州、 佛山分别位列前
三甲。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张首
映表示， “城市建设， 理念是
灵魂、 是关键。” 他对此指出了
城市发展的五个努力方向： 建
设 完 善 更 多 创 新 发 展 城 市 ；
建 设完善更多协调发展城市 ；
建设完善更多绿色发展城市 ；
建设完善更多开放发展城市 ；
建设完善更多共享发展城市。

中国城市大会聚焦名城名企共融发展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由北
京物资学院主办的2019年物流
与供应链国际会议于上周末首
次在京举办。 围绕 “智慧供应
链管理与创新研究” 主题， 与
会学者展开交流研讨， 以整合
优秀的学术资源解决现实问题，
促进我国管理科学和系统科学
研究水平的提高。

在持续两天的会上 ， 国内
外管理科学与系统工程学界及
相关学科的知名学者通过大会
报告、 专题演讲、 主题发言以
及主编论坛等形式， 共同探讨
了当前智慧化时代下的供应链
管理与创新理论热点问题， 交

流了各自最新的研究成果， 主
办方还组织与会学者参观了国
家级物流系统与技术实验交流
示范中心。

北京物资学院校长刘军致
辞时表示， 希望在新时代大背
景下， 国内外学术界共同携手
积极行动起来 ， 运用云计算 、
物联网 、 大数据 、 人工智能 、
量子科学、 区块链等一系列前
沿技术， 以及系统工程和管理
科学的思想、 理论和方法， 积
累并交流学术思想、 研究成果
和实践经验， 促进管理科学和
系统科学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专家建言智慧时代供应链管理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