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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济源承留镇济源承留镇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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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中开心事，喜

看丰收粮满仓。

2022年，济源中国农

民丰收节庆典选在了承留

镇大沟河村的“大沟河农

业公园”。

承留镇，全国文明镇、

国家级经济发达镇。

济源示范区党工委书

记、市委书记史秉锐在承

留镇调研时强调：“要统筹

好城乡发展，不断优化产

业布局、激活发展潜力，唱

响乡村振兴主旋律。”

□本报记者 黄红立 通讯员 王成栋马雷报

“要突出产业振兴，扎实做好产业结构调整、农业招商、发

展乡村旅游‘三篇文章’，积极发展特色农业、设施农业、复合

型农业，推动农村产业全面优化升级，打牢乡村振兴的产业基

础。”史秉锐在承留镇调研时强调。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产业兴旺，乡村振兴才能底

气足。

“这几天正在忙着农业结构调整，给群众讲收益，去年全

村蔬菜种子制种是300亩，今年要达到380亩。”9月 17日下

午，记者到卫佛安村采访，该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陈国胜

给记者吃了“闭门羹”。

“卫佛安村的特色产业主要是蔬菜制种和富硒西瓜种

植。”陈国胜在电话中说，“西瓜种植有30余年的历史，‘西瓜

消夏旅游文化节’也举办了十年，村里正在谋划西瓜深加工

业，开发西瓜醋、西瓜酒、西瓜酱等产品。现在的关键是发动

群众、招商引资做大做强这两个产业。”

卫佛安村是发展特色产业富了农民。而紧邻的花石村却是

靠深化改革，发展乡村旅游，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

不仅富了群众，也壮大了村集体。

“花石村原本是个穷山沟，真正的转变是从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开始。”花石村党支部书记周全喜说。2015年，花石

村成为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国家级试点。依靠有山、

林、水自然资源禀赋和距离济源城区近的区位优势，把生态优

势转化为特色经济优势，发展乡村旅游，通过农业招商引资，先

后打造了南山滑雪场、南山水上乐园、千亩梅园、灯展暨打铁

花、济源市金花石啤酒公司等特色产业，实现了“春天赏花，夏

天戏水，秋天采果，冬天滑雪”一年四季都有景的乡村旅游“花

石模式”，成为全省乡村旅游最佳“网红打卡地”。

打造研学教育基地，拓展水经济、丰富夜经济。说到村里

的发展，周全喜思路更加清晰：“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3

万元。今年的村集体经济收入预计能达300万元。”

“花石效应”正在凸显。承留镇成功申报了“金花石”省级

田园综合体项目，将花石村及周边的栲栳村、安腰村一体发

展，规划实施27个项目，计划投入资金4.9亿元。通过三年的

努力，将“金花石”田园综合体打造成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同

步”，一、二、三产业“三产融合”，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融

合发展的示范区，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乡村振兴、

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先行区。

“乡村旅游，做的是旅游，拓展的却是农村就业和产业发

展之路，提振的则是乡村的经济和民生。”杜中联说，承留将充

分挖掘各村风貌民俗、人文历史、特色产业等优势，推进“一村

一精品”乡村旅游工程。

九月的承留，碧水穿城过，满城绿成荫，城乡色彩斑斓。

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农业产业特色明显，乡村旅游美景如画。

“城西望，向未来！”奋进新时代，对奋斗历史最好的致敬，

是书写新的奋斗篇章。承留镇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济源

的西部新城、打造国家级经济发达镇，新目标已在路上，乡村

振兴愿景渐行渐近……

“要积极推进农村环境整治，打造生态

宜居特色品牌，推动农村人居环境和乡村风

貌全面提升。”史秉锐在承留镇调研时强调。

9月 16日，走进承留镇张庄村，入村的

道路两旁，绿树成荫，废旧轮胎制作的花盆

里，各种颜色的波斯菊花花开争艳；村头的

游园内，水系清澈，步道蜿蜒，原生态的青石

错落有致，嫩绿的草坪洒满秋阳，一群老人

和孩子正在静静享受着惬意时光……村庄

规划统一，全部是两层的院落，街道整齐洁

净，车辆停放有序……

“张庄村通过建立‘巷道长’制度，实施

‘网络员’管理，坚持‘周六’文明清洁日，实

施垃圾分类、一荒变四园、雨污分流治理，农

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实现了三无一规范一

眼净，实现了家园变花园。”张庄村党支部书

记李兴火说，每次“文明清洁日”后，党支部

都要组织大检查，对获得“卫生标兵户”的家

庭敲锣打鼓发锦旗、送奖品。

张庄村是承留镇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承留镇坚持将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作为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注重发挥政府

的主导作用和群众的主体作用，做好乡村建

设规划，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引导群众主动

参与，改善环境，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短板，全

力建设美丽宜居的新家园，使全镇村庄环境

得到提升，村容村貌明显改善，人民群众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增强。

近年来，承留镇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投资7867万元，完成21个村的污水管

网项目，积极推进“厕所革命”，累计完成户

厕改造 11343户。高标准推进垃圾分类工

作，在承留、周庄、枣林等13个村开展垃圾分

类工作，配备运输车辆 27 辆、分类垃圾桶

7000余个，创新了“户分类、镇收运、集中处

置”的垃圾治理新模式，基本实现了农村生

活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的目标。坚

持推进“四美乡村”“五美庭院”创建，进行

“一荒变四园”整治。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滴水不漏，多措并举地开展人居环境集中整

治行动，进一步推动了农村人居环境提档升

级。

5月 9日，承留镇召开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观摩点评暨沿线整治工作推进会。会上，

张庄村、王拐新村、安腰村、玉皇庙村、高沟

新村、当庄村获得人居环境整治“流动红

旗”；南姚河东村、卫庄村、小南姚村、孔庄

村、孤树村、张河村被颁发“流动黑旗”。

“建立‘红黑旗’考评机制的初衷，就是

要激发村与村之间的‘比学赶超’意识，目的

是化‘考核压力’为‘干事动力’，形成争红

旗、扛大旗的良性循环，形成全民参与、合力

整治的良好氛围，推动全镇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常态长效。”杜中联说。

质变是量变的累积。花木常青，乡村如

画，舒适、安逸的生活环境，带来了承留镇村

文化、乡风文明、农民素质等内在气质的显

著提升，环境优美、舒适宜居的乡村田园风

光，绘就了乡村振兴幸福底色。

在安腰村，18名党员的家门口，一团团

“红”格外醒目。党旗形状的铭牌上，党员姓

名连同党员承诺一并公开亮相，传递出无言

的力量。

挂牌子只是第一步。自党群连心工程实

施以来，翻开安腰村支部党员联户工作台账，

记录详细明了：增加村里游园的座椅和健身

器材、新修一条环村步道、抹平文化广场上容

易崴脚的坑洼……

周吉安是承留镇仓房庄村一名党员。

仓房庄村的自来水管道因年代久远，去年汛

期之后出现阻塞，严重影响了靳樱桃等几户

群众的日常生活。

作为靳樱桃的联户党员，周吉安得知后，

迅速与村干部商议，组织党员干部，开挖多处管

道，查找水管阻塞的地方。水源地距靳樱桃家

所在的居民点有2000多米，又全是地下管道，

找管道难，找堵塞处更难，但村里的党员干部仅

用两天就完成了自来水管道修理工作。

挂牌子、修管道……这是承留镇以“五

星”支部创建为抓手，开展党群连心工程一

个个为民实事的样本。

“五星”支部创建工作是河南省委着眼

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推

动乡村振兴而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对照评定标准，我们村聚焦产业兴旺，

积极引入外界资金，推进项目建设，今年村

集体经济争取再创新高，同时持续在生态宜

居、平安法治方面加大投入力度。”花石村党

支部书记周全喜说，“自‘五星’支部创建工

作开展以来，花石村定准争‘星’目标，瞄准

创‘星’标准，准确把握创建任务和标准，以

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承留镇以“五星”支部创建为重要抓手，

深入实施党群连心工程，号召广大党员进村

居、入网格，做好“认亲、走亲、帮亲”三篇文

章，实现划分网格、党群结对、认亲联系全覆

盖，充分利用数字乡村管理平台，采取“信息

互动线上聊+上门入户线下走+点单接单及

时办”方式，叫响“有困难找党员”品牌，全方

位解决联系服务群众末梢堵塞问题，确保

“五星”支部创建落实落细，力争每一个村级

党组织普遍实现晋位升级，推动“五星”支部

创建活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五星’支部创建，实施党群连心工程，

就是要真正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和‘最后一米’，让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红

利，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承留镇党委

书记杜中联说，“承留镇以党群连心工程为

抓手，拉高坐标，结合工业转型升级、乡村

全面振兴、城镇建设提质、基层有效治理、

服务民生实事五个方面工作，用党群连心工

程活动成果来推动和检验各项工作的落实，

助力乡村振兴。”

9月 17日，星期六，记者穿行于济源南

山森林公园蜿蜒的山路，满眼翠绿，到大沟

河村，半小时路程，可谓眼前一亮，豁然开

朗。

这里青山环绕，小桥流水，围湖栈道、跨

湖观景平台、景观小品，鸭鹅浮水拨清波，湖

光山色两相宜，一派江南园林秀色，诗情画

意般的自然风光瞬间定格，犹如沉醉在天然

氧吧。

漫步走进“大沟河乡村驿站”，草坪上、

河堤上、停车场停满了车辆，帐篷、天幕一个

挨着一个，每一块草地上都“长满”了露营

人；咖啡书屋内，读书的孩子和喝咖啡的年

轻人互不干扰，一派幽静安逸；直播间内，承

留的特色产品和济源的特色农产品一应俱

全，来自“太行文创公司”的“网红”正在推销

土蜂蜜，直播间里互动不断，粉丝纷纷下单

购买……

今年 45岁的驻村第一书记朱东方，被

市督查局派驻该村已经4年多。

“大沟河村曾是省级贫困村，我刚来村

里路灯都没有！”朱东方说，大沟河村位居济

源南山森林公园腹地，生态是最大的优势。

该村曾利用满山的槐花举办“槐花节”，但缺

少吃、住、玩的业态，乡村旅游一直没做起

来。

在今年的济源乡村旅游建设中，该村是

首批打造的12个示范村之一。专业的团队

将大沟河村定位为“大沟河农业公园”，改造

两座粮站旧所，新建 3座现代建筑，建成了

咖啡书屋、特色农产品展示直播间、识丁造

物手工文创店；对 12座村民居住的 3层洋

楼，统一标准化运作提升为餐饮和民宿，可

一次性接待餐饮1100人、住宿300人。

“整合资金投了600多万元！”承留镇党

委书记杜中联说，“投入值得，运营公司专业

运作，农家乐发展了10家，民宿开了3家，每

到周末，游人如潮，停车场不够用，路边绵延

5公里都是游客的车。”

“丰收节放到这里‘中’！”“槐香阁”农家

乐的老板张红霞说，“经营农家乐数年，一直

不温不火，今年，农业公园建设后，生意一下

子火爆起来，每天都有客人，周末更是接待

不过来！”

春华秋实，春种秋收。“大沟河农业公

园”的乡村旅游模式是承留镇以“工业强镇、

农旅富民、产城融合、一体发展”为总体思

路，做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乡村旅游、农业

招商引资“三篇文章”，推动农文旅融合和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乡村振兴示范

先行区的生动实践。

挖掘农业价值
注入农业更多的“三产”要素

织密“党群连心”网“五星”辉映乡村振兴路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擦亮乡村振兴美丽底色

夯实产业根基 点燃乡村振兴“主引擎”

魅力承留

承留绿茵种子基地承留绿茵种子基地

承留生态南山党建示范带承留生态南山党建示范带

美丽花石村美丽花石村

（本版图片由济源摄影家协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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