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厕所，大民生。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厕所问题不是小事情，是
城乡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 不但
景区、城市要抓，农村也要抓，要
把这项工作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
一项具体工作来推进， 努力补齐
这块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

在11月19日“世界厕所日”，
湖南获得了国家旅游局颁发的
“厕所革命突出成果奖”。 湖南厕
所革命无疑走在了全国前列，龙
井村便是湖南厕改的一个缩影。
从城市到农村， 从景点到全域，
眼下， 湖南各地正掀起一场以
“厕所革命” 带动美丽乡村建设
的热潮，无害化厕所成为农民家
中的“标配”。

“厕所革命”如火如荼，成效
显著，但远未到评功言成的时候，
必须一鼓作气，真抓实干，把“厕
所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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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冬至， 农村的田间地
头已然一片萧瑟。 踏进娄底市
涟源茅塘镇龙井村， 房前屋后
的葱葱绿意却让人眼前一亮。
“这两年，村里什么变化最大？”
面对记者提问， 在村里生活了
六十余载的刘小娥， 指着屋檐
下株株亭亭玉立的“蕉美人”，
不假思索地给出了一个让人百
思不解的答案：“当然是厕所！”

厕所和美人蕉八竿子打不
着，怎么扯上了关系？三湘都市
报记者入村一探究竟。

试点改厕
化解农村“如厕难”

“先憋上大大一口气，然后
踮起脚尖， 小心翼翼找一个能
落脚的地方蹲下……” 在长沙
高桥大市场经营五金杂货店的
刘夯戏谑道，这是他每次回龙井
老家上厕所时的一套必选动作。

一直以来， 农村厕所简陋
脏乱，世代以耕种、畜禽养殖为
生的龙井村也不能“免俗”。“为
方便给农作物施肥， 农户家一
般都搭有简易旱厕， 每到挑水
担粪的时候就污水横流， 臭气
熏天。”曾担任该村村主任的何
国胜说。

2015年， 为有效改善人居
环境，提升生活质量，涟源市在
龙井村试点推行改厕工程，计
划废除旱厕， 对村民家中的卫
生间进行改造———增加蹲便
器，加装冲水装置，新建长3.8
米、宽1.2米、高1.4米的四级污
水处理系统， 有效化解“如厕
难”的尴尬。

“改厕工程一般采用三级

或四级处理模式，第一级沉淀，第
二级化解，第三级杀菌，第四级去
氧化完成污水净化处理， 净化处
理后排放的水基本是无异味的清
水了。”茅塘镇党委委员谢俊波介
绍， 农户不仅可以用通过四级污
水处理后的水浇灌农作物， 还可
在化粪池上覆土种植美人蕉等观
赏性植物。

以奖代补
全村实现零旱厕

改厕之初， 村民们积极性并
不高———“建新的室内厕所要花
不少钱呢？”“旱厕方便积肥，为什
么要花钱改？”

龙井村村支书周齐玉多次组
织召开村民大会， 让村民了解厕
所改造的好处，并通过示范先行、
典型带动的方式推进改厕工程。

2015年2月，何国胜等党员干
部先行先试， 成为了首批改厕的
“体验者”。短短几天时间，何国胜
家的厕所便改造一新，舒适卫生、
久待也没有刺鼻臭味……新厕所
引得前来“参观”的群众心生羡慕。

改造完每户还能按标准收到
500-1600元不等的补助资金。权
衡利弊，再用不着劝导，村民们积
极涌入改厕行列。 到2015年年
底， 涟源投入近60万元帮助208
户完成厕所改造，实现零旱厕。

开启“美颜”
改厕治污一体化推进

“厕所要革命，乡村变美丽。”
伴随着一个个无害化卫生厕所的
诞生， 龙井村农民群众卫生意识
普遍增强，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自

然更进一步。
2015年8月， 龙井村积极响

应涟源市三年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行动，开展农村垃圾、污水、厕所
专项整治“三大革命”，加速推动
美丽乡村建设进入“升级版”。

“龙井村的环境整治不仅刷
新了村庄颜值， 还改出了生态环
保的发展新路子， 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农村和美丽乡村建设树立
了样板，值得推广。”谢俊波介绍，
目前， 龙井村村民饮用水卫生合
格率达到98%， 农户生活污水处
理率达到80.5%， 村民生活垃圾
定点存放清运率达100%、分类减
量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均达
到80%。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曾鸣 刘志斌

本报12月27日讯 《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将
于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现
行征收的排污费将改征环境
保护税。今日，记者从省政府
新闻办就湖南省实施《环境保
护税法》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湖南应税大气污染物适
用税额为每污染当量2.4元，
应税水污染物适用税额为每
污染当量3元，五项情形暂予
免税。

哪些企业需要纳税

省人大常委会今年11月30
日表决通过， 确定湖南应税大
气污染物适用税额为每污染当
量2.4元，应税水污染物适用税
额为每污染当量3元，不增加同
一排放口征收环境保护税应税
污染物项目数。另外，固废和噪
声按照全国统一标准， 应税固
体废物分种类每吨税额为5元、
15元、25元、1000元不等；应税
噪声税额分六档， 每提高一档
标准翻一番 ， 每月 350元至
11200元不等。

那么，即将开征的环保税，
哪些企业需要缴纳？ 省地税局
财产和行为税处处长莫曲波表
示，环境保护税法规定：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 直接向
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企业事
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为环
境保护税的纳税人。 上述对纳
税人的规定， 在纳税义务上对
两种情况做了排除： 一是不直

接向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
不缴纳环境保护税； 二是居民
个人不属于纳税人， 不用缴纳
环境保护税。

五类情形暂予免税

不过， 省财政厅税政法规
处副处长毛南表示， 环境保护
税法也规定了五项暂予免税的
情形：

一是为支持农业发展，对
农业生产排放的应税污染物暂
予免税。 但鉴于规模化养殖对
农村环境影响较大， 所以未将
其列入免税范围。

二是考虑到现行税制中已
有车船税、消费税、车辆购置
税等税种对机动车的生产和
使用进行调节，对促进节能减
排发挥了积极作用， 因此，对
机动车、船舶和航空器等流动
污染源排放的应税污染物暂
免征税。

三是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达标排放污染物的城乡污水集
中处理、 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场
所免缴排污费， 为保持政策的
连续性， 对依法设立的城乡污
水集中处理、 生活垃圾集中处
理场所向环境达标排放的应税
污染物暂予免税。

四是为鼓励固体废物综合
利用，减少污染物排放，对纳税
人符合标准综合利用的固体废
物暂免征税。

五是国务院批准暂免征税
的其他情形。

■记者 梁兴 实习生 卢萍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环境保护税收入归属问题
的通知》。《通知》指出，为促进各地保护和改善环境、增
加环境保护投入，国务院决定，环境保护税全部作为地
方收入。

环保税下月起开征 我省税额标准方案出炉 五类情形暂免

造成噪声污染月最高缴税11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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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税开征能否有效遏制污染
省环境监察局副调研员陈纳新表示，开征环境保护税

对于遏制污染物排放是有积极意义的。第一，环境保护税
具有税收的强制性，有利于解决排污费制度存在的执法刚
性不足，提高纳税人的环保意识和遵从度。第二，环境保护
税是通过构建“多排多征、少排少征、不排不征”的税收调
节机制，倒逼企业加强环境治理、减少污染物排放。第三，环
境保护税法制定了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如：低于国家和地
方政府规定排放标准30％， 环境保护税减按应征额的75％
征收，低于50％减按50％征收，这充分发挥税收的激励引导
作用，进一步调动企业改进技术工艺、减少污染物排放的积
极性。第四，环境保护税提高了征收标准，我省大气污染物
征收标准由原排污费每污染当量1.2元提高到2.4元，水污染
物由原排污费每污染当量1.4元提高到3.0元，企业排污成本
大幅提高，企业自主污染治理、减少排放作用显现。

如何杜绝纳税企业花钱买污染
陈纳新表示，“花钱买污染”这种说法是对环境保护税

法等有关法律政策的一种误解。根据环境保护税法第二十
六条规定，直接向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
其他生产经营者，除依照本法规定缴纳环境保护税外，应当
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也就是说，不是缴纳了环保
税就可以随意排污，超标、超总量排污，仍需按环保相关法
律法规达标排放，否则将依法受到严肃查处。

环境保护税全部作为地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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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革命”：乡村按下“美颜”键
从“要我改”到“我要改”，涟源龙井村实现零旱厕

记者手记

将“厕所革命”进行到底

12月27日，嘉禾县珠泉镇横洞村，村民在打捞河道垃圾。最近，该县开展“洁净环境，美
化河溪”行动，涉农部门及镇村干部、环保志愿者积极深入乡村宣传环保知识，组织村民参与
河道、水溪、山塘水库的垃圾、漂浮物清理，共同维护家园环境。 黄春涛 李水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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