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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汝州市 2022年农村户厕改造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汝政办〔2022〕42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街道办事处：

《汝州市 2022年农村户用厕所改造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市政

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2年 7月 12日

汝州市 2022年农村户厕改造工作实施方案

为扎实推进农村户用厕所改造，确保圆满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根据《中共平顶山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

平顶山市 2022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意见>的通知》（平

农领办文〔2022〕9号）和省、平顶山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五年行动实施方案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厕所革命”的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贯彻落实中央、省和平顶山市农村户厕改造工作部署，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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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简单实用、成本适中、群众接受的原则，聚焦改厕模

式选择、改厕质量监管、后续服务建设、已改户厕提升等重点，

全面实施农村户厕整村推进，力争完成新改造农村无害化卫生厕

所 9000户，实施整村推进行政村 66个，卫生厕所普及率进一步

提高，厕所粪污有效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水平显著提升。

二、工作重点

（一）合理选择改厕模式

各乡镇街道根据农村户厕改造任务（具体见附件 1），确定

需要改厕的农户，并统筹考虑村庄情况和改厕农户情况，因地制

宜选择改厕模式。

1.在乡村振兴示范带、省级改善人居环境“千万工程”示范

村、省市乡村建设示范村、水源保护区、黑臭水体集中区域、乡

镇政府所在地、中心村、城乡接合部、旅游景区等农村生活污水

优先治理地区，优先推广水冲式厕所。

2.对于农户院落小、街道狭窄的村庄，鼓励整村或整街建设

大三格化粪池，集中进行粪污无害化处理。

3.在山区丘陵等缺水地区，采用双坑交替、草粉生态等模式，

实现粪污无害化处理。

4.其他地区可选择三格式、双翁式改厕模式，也可选择卫生

厕所模式。对已建成的卫生厕所，通过抽粪车将粪污转运至大三

格化粪池等进行集中处理，达到无害化卫生厕所标准。

5.新建农房应配套建设卫生厕所及粪污处理设施设备，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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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件的农户厕所入室。

（二）强化改厕质量管理

1.严把设备质量。市农业农村局在采购改厕设备时，要严格

审核厕具质量标准和技术参数，根据设备供应情况查验改厕设备

质量鉴定报告或合格证，必要时送第三方机构进行检验。乡镇街

道在接收改厕设备时，核对厕具质量标准和技术参数，严禁不合

格设备进入施工环节。

2.统一建设标准。新建三格式和下水道水冲式厕所要严格执

行《农村三格式户厕建设技术规范》《农村集中下水道收集户厕

建设技术规范》，按照统一改厕质量、统一改厕标准、专业人员

施工的标准建设管理。

3.统一施工监管。按照上级“六统一”的要求，进行统一招

聘施工企业，对施工人员进行统一培训，明确施工标准，落实工

程质量责任制，施工企业要对施工质量负责。加强施工现场质量

巡查与监督，建立由乡镇街道、村委会、村民代表监督的全方位

监管体系。

（三）严格改厕验收程序

推行市、乡、村三级验收办法，明确每个阶段验收人员责任。

村级验收要按照完工一户、验收一户的要求，对照改厕标准，逐

项进行验收，并同步完善档卡资料。乡镇街道根据村级验收情况，

对完成改厕任务的村庄进行逐户验收，并对验收结果负责。市农

业农村局要按照不低于 20%的比例，对乡镇街道户厕改造进行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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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核定乡镇街道改厕户数，核拨改厕施工奖补资金。

（四）健全农村厕所后期管护服务长效运维机制

1.建立健全运维机制。各乡镇街道要按照有制度、有标准、

有队伍、有资金、有监督的“五有”标准，建立乡村厕所服务体

系，规范改厕档案，明确专人负责，压实农民群众对户厕管护的

主体责任，逐步构建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的管护机制。

2.推广农村改厕服务站建设。探索以乡镇或行政村为单位，

建立农村改厕服务站，制定服务站运行管理制度，明确维修、抽

取、转运、利用等环节的具体要求，统筹做好厕具维修、粪污清

运、资源化利用等工作。

3.推进粪污资源化利用。引导农民合作社和规模化种植企业

参与粪污收运及粪液资源化利用工作，促进就地消纳、综合利用。

指导农户利用小菜园、小果园等就地就近消纳化粪池粪肥；不能

就近利用的，以行政村为单位建立大三格化粪池进行集中处理，

严禁随意倾倒粪污。

（五）已改户厕的问题摸排

根据上级要求，各乡镇街道要常态化开展已建户厕摸排工

作，发现厕所损坏的及时维修更换、质量不达标的及时整改提升

到位。对市财政直接采购改厕设备改造的农村户厕，要重点对三

格化粪池破损、串水、压力桶未深埋、排气管不规范、标识牌内

容不全等问题进行认真排查。同时，健全问题发现处置机制，广

泛收集问题线索，完善处置程序，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村级要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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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农村户厕摸排整改村级登记表》。改造提升工作要积极发动

群众，全面听取乡村干部和群众的意见，满足群众需求。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农村户厕改造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下，具体工作由市

农业农村局负责落实。各乡镇街道作为农村户厕改造工作实施主

体，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组建专班，切实加强对农村户厕改

造工作的领导。各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相互配合、统一协作，全力以赴把农村户厕改造工作做扎实。

（二）加大资金投入

市财政列入专项预算经费 2000万元，用于农村户厕改造设

备采购。经验收合格后，按照每户 300元的标准，进行施工奖补，

由乡镇街道统一发放。对建成一个大三格化粪池，经市级验收合

格后，市财政直接奖补乡镇、街道施工奖补 5万元。改厕奖补资金

要直达基层，专款专用，专项用于农村户厕改造。各乡镇街道改

厕奖补资金使用情况要在政府官网上进行公示。按照 700户的标

准配备一辆抽粪车，由乡镇街道统筹管理、使用。

（三）强化宣传引导

采取在电视台、《今日汝州》开辟专栏、印发宣传手册等多

种方式宣传厕所革命的重要意义，调动群众参与改厕的积极性。

并引导群众养成良好生活习惯，确保厕室干净卫生。

（四）严格督查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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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农村户用厕所改造纳入政府年度目标考核范围，市农业农

村局要研究制定专项督查考核方案，定期会同市委市政府督查局

对乡镇街道户厕改造工作进行督查，发现问题，立即要求乡镇街

道进行整改。同时，根据督查情况，每月对乡镇街道完成情况进

行排名，排名结果在四大班子联席会上通报，排序后 3名的单位

责成作表态发言；对连续 2次排序后 3名的，将启动问责机制，

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附件：1.汝州市 2022年户厕改造整村推进任务分解表

2.汝州市户厕改造验收办法

3.大三格化粪池建设参数

4.大三格化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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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汝州市 2022年户厕改造整村推进任务分解表

序号 乡镇
整村推进总

任务数（户）
整村推进村及改厕任务数

1 小屯镇 900
宗庄村 101 户、李二堂村 80 户、黄洼村 96 户、季营村 123 户、中村 135 户、王庄 110 户、

李珍庄 140 户、牛庄村 115 户

2 临汝镇 800
狮子张 50 户、庙张 30 户、孙庄 50 户、西营 200 户、营河 20 户、临南 130 户、李庄 30 户、

坡池 50 户、北王庄 80 户、西马庄 130 户、冯楼 30 户

3 庙下镇 1000 文寨村 140 户、寺上村 120 户、杨庄村 360 户、庙下村 380 户

4 陵头镇 600 大庙 250 户、梅庄 250 户、养田 100 户

5 米庙镇 300 曹庄村 170 户、一五张 130 户

6 纸坊镇 800 李家村 84 户、陈古同 287 户、龙泉 97 户、纸北 224 户、康街 108 户

7 骑岭乡 500 山王 200 户、田堂 100 户、安庄 100 户、黄庄 100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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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寨乡 800
尹冲 50 户、郑铁 60 户、刘凹 100 户、寺湾 80 户、十字路 160 户、龙山 120 户、温庄 90

户、冯沟 140 户

9 寄料镇 700 坡根 50 户、吕庄 150 户、纸坊 150 户、黄柏 80 户、张坡 150 户、竹园 120 户

10 蟒川镇 700 半东村 140 户、严和店村 140 户、蟒川村 140 户、罗圈村 140 户、滕口村 140 户

11 杨楼镇 900 李庄村 350 户、小程村 250 户、大程村 300 户

12 夏店镇 500 夏北村 200 户、夏东村 200 户、河口村 100 户

13 焦村镇 400 秋树李村 248 户、段村 152 户

14 温泉镇 100 连庄 50 户、东唐沟 50 户

合计 9000 66 个行政村，9000 户改厕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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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汝州市户厕改造验收办法

为压实各级验收人员责任，确保验收的农村户厕改造数量准

确、质量合格，特制订本验收办法。

一、验收程序

（一）村级验收。由村两委会组织 2名及以上人员，对照改

厕标准，逐项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由验收人员和户主签字确

认，汇总后并连同户厕改造档卡上报乡镇街道。汇总表应由村支

部书记、村主任审核把关，并加盖公章。

（二）乡级验收。乡镇街道根据村级验收情况，组织 2名及

以上人员，对完成改厕任务的村庄进行逐户验收，不合格的责令

村里整改。全部验收合格后，完善乡级户厕改造档卡资料，出具

验收报告，逐级签字后，以正式文件向市农业农村局提交验收申

请。

（三）市级验收。由市农业农村局组织，按照不低于 20%

的比例，对乡镇街道户厕改造进行抽验。整村推进村还要按一定

比例抽查核定卫生厕所普及率。

二、验收内容及标准

（一）查看档卡资料。档卡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户厕改造台

账（包括改造内容、施工前后照片等）、整村推进表、乡镇（街

道）验收汇总表、验收申请等纸质资料及电子版资料。纸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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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由党政一把手签字并加盖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公章。各项

软件资料登记造册，一式两份，乡、村各留存一份，存档备用。

（二）实地入户查看。包括查看厕房建设、改厕设备安装、

标志牌悬挂等。具体标准为：

1.厕房。厕屋有墙、有顶，通风良好，地面平整，干净整洁，

无蝇蛆、基本无臭味，厕屋净高不低于 2m、面积不小于 1.2m²；

2.改厕设备安装。①三格式化粪池组装后进行注水、凝胶实

验，上下罐体用螺丝拧紧；内部挡板周围粘胶涂抹均匀，防止串

水、挡板倾斜倒塌等现象。化粪池有整齐统一的保护装置，清掏

口安全、顺畅。排气管安装在第一格，高出地面不小于 2米，上

部安装防雨帽，排气口远离天然气表箱，并固定在墙体上。②对

原有化粪池进行改造的，要求化粪池水泥盖密封良好，有专门的

清掏口且打水泥盖进行保护，化粪池整体干净整洁，无蝇蛆、无

异味。③便器下口中心距墙体不小于 30厘米，前高后低，便池

内不滞留粪污，便器边缘距边墙距离不小于 40厘米。便台高出

地面 20cm以上，室内生活污水不进入化粪池。过粪管安装正确，

粪污通过排粪管道排放畅通。④水箱能正常使用，冲水量和水压

应满足冲便要求。高压冲水桶深埋地下不低于 40公分，预留位

置应使高压水桶盖自由拧开为宜，脚踩方便，无虹吸现象。⑤标

识牌悬挂在明显位置。标识牌上的信息与户档、村验收表等一致，

格式规范、内容清晰可见。

三、验收结果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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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小组实地入户查看、逐户打分，90 分以上的视为该户

合格，抽验合格率达到 90%以上的，视为该村合格。验收不合格

的户和村，责令限期整改，整改到位后，验收小组进行复验。

市农业农村局根据复验认定的改厕合格比例，核定乡镇街道

改厕户数，并统筹考虑乡镇街道改厕任务完成情况，认定年度考

核等次。同时，根据卫生普及率达 90%行政村的改厕户数，核拨

改厕施工奖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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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大三格化粪池建设参数

1.建设大三格化粪池，要参照执行国家标准委《农村三格式户

厕建设技术规范》要求，按照三格式化粪池原理建设管理。

2.第一池、第二池、第三池容积比宜为 2:1:3，建设容量要结合

实际确保粪污的有效停留时间，保证无害化效果。

3.过粪管内径不小于 300mm，可设置成 I型（直管倾斜安装），

上沿距池顶不宜小于 300mm，下沿距池底不宜小于 500mm，两个

过粪管应交错设置。

4.排气管应安装在第一池，远离火源，内径不小于 200mm，应

高出地面不小于 2.5m，顶部加装伞形防雨帽或 T型三通。

5.清粪口、清渣口应加水泥盖，开口大于 250mm时，口盖应

有闭锁装置。

6.大三格化粪池应有大门，四周有围挡，围挡高度不低于 2.5

米，地面平整，并覆土覆草绿化或用水泥进行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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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大三格化粪池信息表

行政村 大三格编号

管护人员 联系电话

建设地址 汝州市 乡镇/街道 村 组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施工队伍 验收人员

施工前照片粘贴处 施工中照片粘贴处

施工后照片粘贴处 施工后照片粘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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