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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孟津区委书记杨劭春

潮涌波澜处，踏浪新时代。近年来，洛阳市孟

津区紧紧围绕市委乡村振兴“151”工作部署，以“回

孟津干吧”为支点，致力把乡贤资源“集”起来，把乡

贤智慧“聚”起来，把乡贤人才“用”起来，着力引导

广大乡贤回归乡里、反哺桑梓、振兴乡村，涌现出吕

妙霞、朱忠厚、王硕峰等一大批返乡创业典型代表，

为孟津区发展乡村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注入了活力

和动力。

组织有“力度”，营造返乡创业氛围

坚持高位推动。孟津区把乡贤返乡创业作为

“一把手”工程，成立了乡贤返乡创业工作专班，研

究制订《孟津区以乡贤返乡创业为抓手发展乡村产

业的实施方案》等文件，在财政奖补、金融服务、减

轻税费、土地要素、创业平台、示范带动等方面制定

出台优惠政策，初步形成了擦亮一张名片、实施“三

乡”工程、落实“六新”任务、推进六项措施、强化一

个机制的“13661”乡贤返乡创业工作机制，为乡贤

返乡创业兴业打造良好环境，提供优质服务。

强化协调联动。整合乡村振兴局、农业农村

局、财政局等部门资源，分类制定乡贤返乡创业支

持政策，及时解决返乡创业融资难、用地难、引才难

等“痛点”“难点”问题。充分发挥镇（街道）、村（社

区）主体作用，依托返乡创业综合服务中心，提供注

册登记、政策咨询、创业指导等“一站式”政务服务，

打通服务返乡创业“最后一公里”。

注重引导发动。深入挖掘乡贤典型人物和先

进事迹，通过新华社、人民日报、河南广播电视台等

主流媒体大力宣传。印制展示孟津新形象的宣传

资料，发布乡贤返乡创业宣传片，以浓浓乡音乡情

燃起孟津籍在外乡贤返乡创业、建设家乡的热情。

近年来，已累计评选返乡下乡创业标兵151人、创

业带头人320多人。

回乡有“温度”，激发返乡创业热情

用真情鼓励返乡创业。对在孟创业和在外创

业乡贤进行“拉网式”摸排，建立精准乡贤数据库。

打好“乡愁牌”“亲情牌”，区镇两级以党委、政府名

义发布“致孟津在外乡贤的一封信”，每年召开孟津

籍在外成功人士座谈会、乡贤返乡创业座谈会和联

谊会，组织乡贤代表到返乡创业示范园区、示范项

目参观考察，强化乡贤家乡认同感。近年来，已召

开返乡创业座谈会30多场次，组织“返乡人士看家

乡”考察活动110余次。

用真意吸引返乡创业。区领导带队外出考察

时，经常走访在外乡贤，进行座谈交流，了解困难需

求，征求对家乡建设的意见建议。依托异地商会建

立乡贤服务工作站，将孟津的发展方向、产业优势、

政策环境推介出去，鼓励在外乡贤返乡创业，支持

家乡发展。利用春节、中秋等传统节假日，组织镇

（街道）书记、村（社区）“两委”干部，登门拜访返乡

乡贤，对有意向返乡投资的乡贤实行专人对接，全

程跟踪服务。

用真心推动返乡创业。以乡情感召、政策吸

引、事业凝聚，引导在外乡贤返乡创业，对重大乡贤

回归项目开展“认娘家”服务活动，在土地、技术、资

金等要素配置上提供贴身“妈妈式”服务，从创业立

项、项目审批、工程建设到经营实行全链条式服务，

同时帮助回归乡贤妥善解决医疗、教育等社会服务

需求，努力使返乡乡贤“回得来、留得住、干得好、有

奔头”。近年来，孟津区已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23亿元；为创业园区、示范项目、初创企业发放奖补

资金483万元，为190户初创个体发放开业奖补金

103.5万元。

发展有“热度”，拓宽返乡创业空间

广育贤才汇聚“一泓清泉”。聚焦市委关于“打

造青年友好型城市”决策部署，启动孟津区电视直

播基地，建立孟津区青年创业基地，发布《青年创新

创业九条政策》，吸引包括返乡青年在内的诸多青

年才俊来孟津创业兴业，共同建设“胶原蛋白满满”

的孟津、“发展活力满满”的孟津。健全以乡贤为主

体的人才培养机制，举办“创业+技能”“创业+产业”

培训班，有针对性地对返乡创业人员开展特色产

业、高效农业、养殖技术等实用技术培训，提高创业

能力。在全区范围内筛选企业家、创业成功人士、

政府工作人员等100多人组成“创业指导师志愿

团”，根据创业项目需求为创业者提供农业产业创

业项目评估、开业指导等服务。

优化环境打造“一方乐土”。按照“村里村外，

不见垃圾；房前屋后，见缝插绿；厕所污水，一并治

理；清洁家园，人人出力”的要求，大力开展垃圾清

零、一村万树、厕所革命、拆违治乱等工作，通过对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筑巢引凤，吸引乡贤回

乡投资兴业、生活居住。如常袋镇马岭村，利用良

好村庄环境大力开展文旅招商，引进投资1200万

元，建设集篮球馆、足球训练场、环线绿道、特色民

宿等于一体的德马篮球馆及足球场综合开发项目。

兴旺产业激活“一池春水”。引导返乡乡贤积

极参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领办、加入家庭农

场、农业园区、农民合作社等产业化联合体，通过返

乡乡贤技术入股、股权奖励、项目收益分红等，深度

参与乡村旅游示范村、精品民宿建设、特色种养等

产业发展，实现“乡贤链+产业链”互动互促，成功打

造了梭罗沟、同盟山等沟域经济带，形成了孟扣路

等四条高效观光农业产业带，建设了省级果蔬现代

农业产业园，建成十里香草莓等500亩以上特色农

业园区55个，形成了“三季有花、四季有果”的农旅

品牌和万亩孟津贡梨等一批农业项目。

悠悠乡愁，汇聚乡贤力量；浓浓乡情，助力乡

村振兴。孟津区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精神，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强化工作举措，吸引

更多拥有新思想、新精神、新技能的新乡贤积极返

乡创业，切实把乡音汇聚成推动孟津发展的时代

强音，把乡愁固化成推动孟津发展的情感纽带，把

乡情浓缩成推动孟津发展的强大能量，为“建强副

中心、形成增长极”“重振洛阳辉煌”作出更多孟津

贡献。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陈会敏

听说矿建街道张楼村张永耀家荣获

舞钢市“美丽庭院”创意大赛的二等奖，

连日来，周边村的群众都争相跑来参观。

1月13日，踏入张永耀的家门，只

见花草满院、凉亭假山……

“美，确实是美，这样的庭院，别说住

了，看起来就赏心悦目。”来访者赞不绝口。

“美丽庭院”创意大赛由舞钢市妇

联、农业农村局等单位举办，鼓励参赛

家庭按照“五美”（清洁卫生居室美、整

洁有序院落美、干净清爽厨厕美、花木

茂盛绿化美、文明和谐家风美）的标准

积极开展创建活动。经过宣传发动、

创建指导、互看互学、实地查看和评委

会评审，张永耀家庭在全市131户参赛

家庭中脱颖而出，荣获二等奖。

张永耀妻子苗惠霞酷爱养花种

草，一年四季花开不断，庭院常绿。在

她的影响下，一家人也养成良好的卫

生习惯，室内室外总是一尘不染。

面对前来参观的村民，苗惠霞积

极向大家传授庭院美化经验，还把自

己养了多年的花草免费送给他们。一

时间，周围农户争创美丽庭院的积极

性被调动起来，主动清洁家园，美化庭

院，“一处美”示范带出了“一片美”。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通讯员贾黎
明）近来，孟州市城伯镇以美丽乡村建设

为着力点，紧紧围绕废旧房屋整治、垃圾

处理、沟塘清淤等重点工作，大力开展人

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鼓励广大村民积

极参与，走出了一条“群众参与、共筑共

建”的乡村环境治理提升新路子。

该镇成立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领导小组，以村为单位，对应成立工

作领导分组，村组安排专职整治员，把

村庄划分成若干网格，实施党员干部包

户、小队长包街巷的方式，形成层级包

干责任制，明确分工，层级抓落实，形成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网格化管理格局。

该镇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动员广大党员干部主动参与

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组成“义务清

洁队”，通过评选最美庭院、星级文明

户等方式，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实行

“门前三包”制度，明确村民维护村庄

环境的责任和义务，构建起村庄齐抓

共管、干群共治的工作格局。

截至目前，该镇有364名党员、583

名志愿者参与人居环境集中整治工作

中，共出动装载车、挖掘机等大型车辆

100余台次，清理秸秆、杂草等各类垃圾

350余立方米，治理乱堆乱放483处，村

容村貌、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翁应
峰 张慧清）“被评为文明户，光荣着

呢！”1月7日，在信阳市平桥区龙井乡

地塘村举行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大观

摩大评比活动现场，被评上四星级文明

户的村民薛殿凤高兴地说。

走进薛殿凤家中，花架上摆放着各

类的绿植，院内地面全部硬化，屋里屋

外收拾得干干净净，整个小院充满了生

机。

“不比不知道，比后才知道自己做

得还不够好。”村民王大婶在薛殿凤家

屋里屋外转了一圈后说。

该乡在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

举行“五美庭院”和“遵规守法星、勤劳

致富星、孝善敬老星、干净整洁星”的四

星级文明户等评选，引导群众积极参与

人居环境整治活动。

“我们每周组织乡村干部进行大观

摩大评比，事先不定对象、不定路线，乡

纪检部门全程监督，确保评比过程公

平、公正、公开。”龙井乡党委书记陈汝

河说。

评比结果出来后，该乡各村建立问

题台账，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限，

落实整改责任，督促15个村（居）比学

赶帮超，在全乡营造人人争当人居环境

整治，“行家里手”和“先锋模范”的氛

围。现在该乡各村（居）的家家房前屋

后干净整洁，处处展示着农村新面貌。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白贺阳

“妮儿，志伟呢？你快喊他看看，咱

门口那个臭水沟没有了，村里给它收拾

干净了，还种上了一排柳树，等今年暑

假你可以带着帅帅回来住上一段时间

了。”1月13日，上蔡县高李村村民李月

华在视频聊天中，开心地向在外地定居

的女儿、女婿分享村里开展人居环境整

治的成效。

过去因为村里“脏乱差”，李月华每每

提出把外孙接回老家住一段时间，都会被

女儿女婿以“环境太差，小孩不适应”给拒

绝，现在村里“脏乱差”不见了，取而代之

的是“净亮美”，李月华迫不及待地向女

儿、女婿说了这个好消息。

2021年年底，上蔡县依据农村实

际情况，按照全面整治，不落一村、不漏

一户、不留空白死角的要求，开展农村

人居环境的集中整治，尽快扭转农村环

境“脏乱差”的局面，提高人民群众幸福

感和获得感。

“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是我们县的

一项新措施，由孩子做切入口，让孩子

引导家长每天将整治卫生情况发送到

家长群里，晒各自家庭卫生状况，如今

已形成了相互‘攀比’庭院整洁的风

潮。”该县文明办负责人张中华说。

走进该县邵店镇的籽粒村、高李村

等村，只见村道平坦整洁，垃圾桶摆放有

序，村民房前屋后干干净净……“每个月

每户交一块钱、每个村每年绿化一公里，

通过村规民约的方式引导群众主动参与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该镇党委书记郏富

强说。目前，该县已整治空心宅院2866

处，已有600多处空心宅院变成了花园、

果园、菜园、游园。

据了解，为了加强人居环境整治效

果的日常维护，该县从脱贫户和三类监

测户中选聘保洁员5000多名，通过划分

保洁路段、定人定岗定责来实现效果的

维护。

截至目前，该县已完成“四美乡村”

创建151个，新建“四美庭院”48600户，

完成“千万工程”示范村创建35个。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陈亚
飞王岚莹）1月11日上午，在叶县叶邑

镇杜庄村党群服务中心的“一元捐”现

场，大家纷纷献出爱心，为人居环境整

治、建设美丽乡村添砖加瓦。

“作为一名老党员，应该起带头作

用。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尽一份绵薄之

力，让俺村越来越好。”该村老党员冯兆

中说。

“这次‘一元捐’活动，全村人都积

极踊跃参加，党员带头献爱心，群众自

觉做贡献，争着为公益事业出一份力。”

该村党支部书记王超说。

杜庄村的“一元捐”活动只是叶邑

镇公益募捐的一个缩影。

自叶县开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公

益捐款以来，该镇积极响应，向全镇群

众发出倡议书，号召广大群众共同参

与，以实际行动为建设美丽乡村作出应

有贡献。

据介绍，该镇“一元捐”活动已募集

善款22.75万元，这些善款将纳入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专项资金，用于人居环境

后期管护、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本报讯（记者李燕通讯员张凌
伟）“民以食为天，猪粮安天下。”说的

就是生猪作为重要的“菜篮子”产品

稳定供给的战略意义。1月11日，记

者从商丘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该市

农业农村部门打好生产“组合拳”，全

力推动畜禽产品稳产保供，加快畜牧

业发展现代化。

商丘是畜牧业大市，畜禽养殖覆

盖面广，群众参与度高，产业链条长，

已成该市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农民

增收的重要渠道，为促进农民增收、打

赢脱贫攻坚战和推动乡村振兴作出了

重要贡献。2021年，该市生猪产能全

面恢复，新建改扩建72个生猪规模化

养殖场，新增生猪产能近200万头，存

栏310万头，出栏415万头，供应量足

价稳，对保障全市乃至全省畜产品有

效供给作出了重要贡献。

该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该市将以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为抓手，做强生猪产业。将重点

抓好宁陵牧原、睢阳牧原、夏邑牧原、

民权正大、民权润康、虞城新航道、双

合新等万头以上大型生猪养殖场生

猪生产，确保生猪存栏稳定在300万

头以上，加强监测预警和生猪产能调

控，推动由“调猪”向“调肉”转变，提

升生猪产业发展质量效益。

做大牛羊产业。将加快肉牛、肉

羊、奶牛等三大基地建设，重点抓好

存栏 200 头以上肉牛场和年出栏

1000只以上肉羊场培育，加强优质

饲草基地建设，围绕牛羊肉和乳品加

工龙头企业建养殖基地，促进种养加

一体化和全产业链发展。

做优家禽产业。突出抓好夏邑

桂柳种鸭、柘城宇康蛋鸭、睢县宏泰

禽蛋鸡、宁陵聚民肉鸡标准化规模养

殖场建设，加快推进白羽肉鸡、黄羽

肉鸡、樱桃谷肉鸭生产，力争全年出

栏肉禽达1.3亿羽以上，培育一批家

禽养殖加工龙头企业，促进蛋鸡肉鸡

集约化、产业化发展。

1月14日，在汝阳县蔡店乡妙东村集体经济基地，菜农在收获黄瓜，保障春节城

乡市场供应。该乡积极引导农民围绕市场需求，大力发展绿色“菜篮子”工程，扩大农

民增收渠道。 康红军摄

1月14日，平顶山市卫东区鸿鹰街道大营村农民在选购蔬菜果品。随着春节

的临近，该区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组织各类蔬菜、水果、食品等物资，保障

春节市场供应。 古国凡何洋摄

上蔡县人居环境整治出真招

“脏乱差”变身“净亮美”

乡贤返乡创业 发展乡村产业

“一处美”带出“一片美”

孟州市城伯镇
共筑共建
奏响环境整治共鸣曲

平桥区龙井乡 观摩评比促提升 乡村处处展新貌

叶县叶邑镇“一元捐”助力建设美丽乡村

商丘市农业农村部门打好生产“组合拳”

保障畜禽产品稳产保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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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产保供 迎佳节迎佳节

书记谈乡村振兴

1月14日，台

前县孙口镇西街

村党员志愿者在

帮助群众清理秸

秆。连日来，该镇

围绕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开展

“清洁战役”“秸秆

清运”行动等，使

村容村貌得到了

很大改观。

孟祥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