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农业农村局 

 

 

 
市财政局、市发改委 

 
市农业农村局 

 

 
市委农办、市农业农村局 

 

 

 
加强统计调度工作 

 

 
加大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 

加强督查检查和考核评价工

作 

强化市、县党委和政府主体

责任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市委宣传部、市农业农村局

 
市农业农村局 

 

 
加大宣传力度 

 
积极打造典型模式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 

加快建立长效管护机制 

推进畜禽粪污等农业生产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 

稳妥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推进村庄规划编制 

2020 
年长

春市

农村

人居

环境

整治

工作

流程

图 

落实县（市）区和镇（乡）村的村庄规划编制主体

责任 

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市区

各县（市）区政府、各
开发区管委会 

市民政局 

各县（市）区政府、各开发

区管委会 

重点工作 重点工作内容 主要牵头单位 保障措施 主要牵头单位 
 

  

   

   

   

 

全面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以“五化”利用为方向，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

积极推进农药和化肥包装物、废旧薄膜等无害化
处理、回收利用 

坚持先建机制、后建工程，确保各类设施建成并
长期稳定运行 

推行环境治理依效付费制度，健全服务绩效评价
机制 

将农村环境卫生等要求纳入村规民约 

加强项目监管，积极推动项目竣工验收 

 

市农业农村局 

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

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市文化

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市农业农村局 

 

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市生态环境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水务局 

着力推进重点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因地制宜推进农村污水治理方式 

注重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与改厕统筹衔接 

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 

将农村水环境治理纳入河长制、湖长制 

市农业农村局 

市农业农村局 

市农业农村局 

市农业农村局 

市畜牧管理局 

市农业农村局 

市农业农村局 

市交通运输局 

市林业和园林局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农业农村局 

市城市管理局 

市城市管理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水务局 

市农业农村局、市畜牧业管

理局 

市农业农村局、市供销合

作社 

市农业农村局 

建立“三清一改一建”5个方面24项任务 

全面落实20条村庄清洁整治标准 

突出村庄清洁整治36项重点 

加大力度治理庭院及室内外卫生 

切实解决好散养户畜禽粪污治理问题 

抓好粮食大县、畜牧业大县、特产大县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突围问题 

扎实有序推进贫困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继续以“四好农村路”建设为主线，大力推进农村
公路“老旧路”改造 

实施村屯绿化行动 

推进卫生县城、卫生乡镇等卫生创建工作，深入开
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 

开展美丽乡村等相关创建活动 

建立健全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 

较大规模的生活垃圾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 

防控工业固体废物“上山下乡” 

加强“垃圾围坝”整治 

基本完成农业生产废弃物非正规堆放点整治 

搞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 

构建村庄保洁长效机制 

持续推进村庄清洁行动 

市畜牧业管理局 

市发改委、市农业农村
局、市畜牧业管理局等 

市农业农村局 

加大力度推进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 

积极探索适合我市高寒地区的农村户厕改厕模式

实施好2020年农村户厕改造整村推进奖补政策，
引导农民群众适量出资出劳 

协调推进农村公共厕所和旅游厕所建设等一体化
建设 

建立厕所运营维护机制，推动农村厕所粪污资源
化利用 

依法合规使用政府债券筹集资

金，用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市财政局 

 

基本完成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市委农办、市农业农村局 

 

 



市农业农村局人居环境整治专项 市农业农村局厕所革命专项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专项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专项 市交通运输局专项 

督导完成项目立项 

督导完成项目立项 

督导完成项目立项 

督导完成施工图设计 

督导完成施工及监理招标 

督导项目建设 

督导项目建设 

督导项目建设 

督导项目建设 

督导项目建设 

督导完成项目验收 

督导完成项目验收 

市畜牧业管理局专项 

市城市管理局专项 

2020年长春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施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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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年度工作计划，谋划年度工作重点，开始起
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要点 

积极协调环境整治专项资金；谋划“绿起来”工
作方案 

出台村庄清洁行动春季战役实施方案、年度工作
要点、绿化方案，全面部署工作；集中开展条例
宣传月活动；加大暗访工作力度 

召开环境整治暨绿化美化工作会议，部署推动工
作全面深入开展，越冬垃圾清仓见底 

加强工作督导检查，重点推进厕所改造任务，验
收村庄清洁行动成果，督促推进村屯绿化行动 

做好省2019年度考核迎检工作；适时启动人居环
境整治夏季攻坚战 

学习借鉴推广全省现场会先进典型经验；7月底
前全市乡镇、村屯沟塘林带实现“清仓见底” 

全力做好全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现场推进会议
农村人居环境准备工作 

启动秋冬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战；全市112个
绿化美化示范村全部通过验收；完成庭院整治工
作，柴草垛整治面要达到70%以上，达到省验收
标准。 

全面完20个省级美丽乡村、7000个美丽庭院、
15000户干净人家、303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标准
示范村创建任务 

组织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拉练检查，做好评
比、打分、排名等工作 

做好对各成员单位、各县（市）区和开发区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绩效考评工作 

已完成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任务的18个镇，抓紧工
程收尾。榆树市于家镇抓紧安装设备。榆树市弓
棚镇抓紧办理前期手续 

已完成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任务的18个镇，抓紧工
程收尾。榆树市于家镇抓紧安装设备。榆树市弓
棚镇抓紧办理前期手续 

已完成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任务的18个镇，抓紧工
程收尾。榆树市于家镇抓紧安装设备。榆树市弓
棚镇抓紧办理前期手续 

已完成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任务的18个镇，未调试

的加快通水调试。榆树市于家镇抓紧通水调试。

榆树市弓棚镇抓紧办理前期手续，做好地勘、物

探等开工前准备工作 

已完成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任务的18个镇，未调试

的加快通水调试。榆树市于家镇抓紧通水调试。

榆树市弓棚镇抓紧办理前期手续，做好地勘、物

探等开工前准备工作 

已完成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任务的18个镇，未调试

的加快通水调试。榆树市于家镇抓紧通水调试。

榆树市弓棚镇抓紧办理前期手续，做好地勘、物

探等开工前准备工作 

已完成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任务的18个镇，确保设

施稳定运行并申请环保验收。榆树市于家镇抓紧

工程收尾及调试。榆树市弓棚镇组织开工 

已完成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任务的18个镇，确保设

施稳定运行并申请环保验收。榆树市于家镇抓紧

工程收尾及调试。榆树市弓棚镇组织开工 

已完成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任务的18个镇，确保设

施稳定运行并申请环保验收。榆树市于家镇抓紧

工程收尾及调试。榆树市弓棚镇组织开工 

已完成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任务的18个镇，确保设

施稳定运行。榆树市于家镇确保稳定排放并申请

环保验收。榆树市弓棚镇完工 

已完成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任务的18个镇，确保设

施稳定运行。榆树市于家镇确保稳定排放并申请

环保验收。榆树市弓棚镇完工 

已完成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任务的18个镇，确保设

施稳定运行。榆树市于家镇确保稳定排放并申请

环保验收。榆树市弓棚镇完工 

围绕吉林省A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等级评定工作，开

展资源普查及自评工作 

围绕吉林省A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等级评定工作，持

续开展资源普查及自评工作 

制定新建或改扩建农村旅游景区厕所工作计划 

印发《关于开展A级旅游景区、乡村旅游经营单位、

工业旅游示范点及旅游民宿评定工作的通知》，组织

开展评定工作 

向省文旅厅报送《关于申报A级旅游景区、A级乡村旅

游经营单位、省级工业旅游示范点及星级旅游民宿评

定的请示》 

启动新建或改扩建农村旅游景区厕所54座 

按照省文旅厅要求积极填报全国旅游厕所管理系统

积极配合开展“长春市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

评定活动 

积极配合举办“长春市农民丰收节暨乡村旅游节”等

系列乡村旅游节庆活动 

根据省文旅厅评定结果，发布新评定吉林省A级乡村

旅游经营单位名单 

积极开展旅游厕所建设和验收工作 

积极开展旅游厕所建设和验收工作 

开展2019年度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评估检查 

 

制定《长春市畜牧系统畅通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信访渠道实施方案》 

制定《2020年度全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要点》

组织做好政策宣传和摸底调查，确定年度建设施工计

划 

拟定完成《长春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草案）》

并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 

《长春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草案）》提请市人

大审议通过并颁布施行 

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调研和专家入户指导

 

组织开展实用畜禽粪污综合利用技术模式推广培训

 

组织做好当年配套粪污处理设施建设施工，确保建设

进度 

组织各地对当年建设的粪污处理设施进行联合验收

 

组织各地完成对当年建设的粪污处理设施进行联合

验收 

组织完成畜禽粪污综合利用跟踪监测信息统计汇总，

做好国家及省考核迎检工作 

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专项 

市生态环境局专项         

市林业和园林局专项 

市水务局专项 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专项 

编制2020年河长制湖长制工作要点 

编制2020年河长制湖长制考核细则 

开展化冰期河湖专清理行动，编制《长春市农村水系

综合整治工作指导意见》 

印发《长春市水务局关于做好2020年度水库垃圾围坝

整治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供水工程水

价核定和水费收缴工作的指导意见》 

报请2020年市总河长会议审议《工作要点》《考核细
则》《长春市农村水系综合整治工作指导意见》并印
发 

开展河长制湖长制实施情况调研，掌握基层在推进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对垃圾围坝情况进行自查和抽查

协调推进河长制湖长制日常工作落实，加强对各县

（市）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工作的指导

指导九台区小南河、莲花山开发区火石河、净月开发

区友好河开展综合治理 

协调推进河长制湖长制日常工作落实，加强对各县

（市）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工作的指导

开展河湖专项清理行动，统计清理情况 

协调推进河长制湖长制日常工作落实，加强对各县

（市）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工作的指导

实施2020年市级河长制湖长制考核 

 

统筹全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明确重点任务，组

织推进 

组织各县（市）区、开发区申请省级、中央农村环境

整治项目专项资金，并参加专家评审 

组织各县（市）区、开发区申报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

目，按省厅年度目标，形成本年度93个行政村的整治

清单 

组织开展长春市规模畜禽养殖场排查，掌握基础数据 

督促各县（市）区、开发区对本辖区农村生活污水现

状进行调查，形成清单台账 

督促指导13个县（市）区、开发区编制完成县域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报省厅备案 

下发《关于开展规模畜禽养殖场排查整治强化环境监

管的通知》，进一步核查规模畜禽养殖现状，形成问

题清单，落实整改措施，督促完成整改 

组织开展全市农村黑臭水体排查 

确定全市农村黑臭水体清单，督促制定治理计划 

黑臭水体排查治理工作总结，报省厅备案 

组织完成全年严防工业固废“上山下乡”任务，形成

总结 

汇总2020年全市农村生活污水、黑臭水体等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进展，做好工作总结 

 

指导编制绿化美化规划 

组织村屯绿化美化导则起草编制，苗木情况调查

调研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基本情况，指导苗木准备，平

整绿化整地 

绿化用地平整及清理，栽植乔木 

指导栽植乔木、亚乔木 

花卉等草本植物栽种植，指导建立形成管护制度

绿化美化标准提升，指导落实管护制度，管护责任落

实 

组织检查验收，评比表彰 

组织检查验收，评比表彰 

组织检查验收，评比表彰，技术层面上指导做好苗木

越冬工作 

技术层面上指导做好苗木越冬工作 

技术层面上指导做好苗木越冬工作 

 

印发落实省爱卫办开展冬春季爱国卫生运动整治相关
工作通知，对开展冬春季爱卫运动落实相关整治工作
进行抽查 

印发落实省爱卫办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做好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任务分解落实表工作的通知，开展城

乡环境卫生整治为重点的爱国卫生运动，开展居民小

区环境卫生抽查 

加强环境整治宣传，印发“环境整治、共同战疫”爱

卫宣传海报和发布倡议书，参与全市开展的环境卫生

清洁周活动 

印发年度工作要点对卫生城镇创建工作进行部署。制

定《长春市2020年春季爱国卫生月活动实施方案》，

利用爱卫月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清洁活动 

汇总相关委员部门及县市区爱卫月期间城乡环境整洁

活动工作成果 

开展爱国卫生半年综合检查，巩固卫生创建成果 

对照卫生乡镇标准组织县市区开展辖区内所有卫生乡
镇自评工作，巩固卫生乡镇创建成果 

根据县市区卫生乡镇自评情况对全市卫生乡镇进行抽

查，形成自查报告 

做好长春市、榆树市、德惠市省级卫生城市巩固指

导工作，迎接省爱卫会复查 

做好参与城乡环境整治和推进卫生县城、卫生乡镇创

建及巩固的相关工作 

做好参与城乡环境整治和推进卫生县城、卫生乡镇创

建及巩固的相关工作 

做好参与城乡环境整治、推进卫生县城、卫生乡镇创

建年度总结工作 

 

 

制定关于推进“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实现
114个乡镇生活垃圾全部收集转运相关工作方案 

制定乡镇生活垃圾转运站建设相关工作方案 

制定乡镇生活垃圾转运站建设相关工作方案 

各县（市）区结合自身实际在辖区内进行乡镇生
活垃圾转运站选址 

各县（市）区结合自身实际在辖区内进行乡镇生
活垃圾转运站选址 

各县（市）区开始办理建设乡镇生活垃圾转运站
前期手续 

各县（市）区实施建设乡镇生活垃圾转运站 

各县（市）区实施建设乡镇生活垃圾转运站 

各县（市）区实施建设乡镇生活垃圾转运站 

市城市管理局对各县（市）区进行验收、考核，
确保实现乡镇生活垃圾全部收集转运 

市城市管理局对各县（市）区进行验收、考核，
确保实现乡镇生活垃圾全部收集转运 

市城市管理局对各县（市）区进行验收、考核，
确保实现乡镇生活垃圾全部收集转运 

制定2020年农村户用厕所改造计划，按照省里任
务要求分解落实改厕任务 

对2019年已完成的任务进行深入调研，总结经验，
探索改进模式和工艺；对城区和开发区改厕情况
进行调查摸底 

聘用第三方对2019年完成部分进行综合满意度调
查；召开企业和各地主管部门领导参加的工作会
议，研究推进工作 

督导各地对2019年未完成任务部分开始施工建
设，对个别进度慢的进行专门督导；开展进展情
况月通报 

召开农村户用卫生厕所改造工作推进会，全力推
动2019年未完工部分开工建设 

全面完成2019年剩余万户改厕续建任务 

2020年改厕任务完成招投标工作，开始进行施工
环节；做好2019年续建厕所检查验收 

配合省里完成2019年10.1万户厕所改造任务检查

深入基层开展调研，解决改厕过程中遇到问题 

持续开展厕所改造进展周通报制度，对改造进度
慢的单位进行约谈 

全面完成2020年4万户厕所施工任务，开展改厕成
效调研 

全面完成2020年改厕任务检查验收、资金兑付、
绩效目标评价、档案归档等工作 

部署本年度村庄规划编制工作 

确定本年度村庄规划编制任务 

督促各地区对已编制完成的村庄规划进行报批 

指导各县市区开展村庄规划编制工作 

部署村庄布局规划工作 

推进村庄布局规划，开展资料调研 

召开推进会议，加强培训指导 

各地区初步完成村庄布局规划，调度各地村庄布局工

作完成情况 

调度各地村庄布局工作完成情况 

加快村庄布局落位，为下一步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奠定

基础 

加快村庄布局落位，为下一步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奠定

基础 

加快村庄布局落位，为下一步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奠定

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