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9月23日 星期五
责编 / 陈辉
版式 / 李哲
校对 / 黎川红

特别报道 6

农村版

□曹相飞杨迪 文/图

金秋九月，白牛镇处处丰收、村村忙碌。

在白牛镇栗葩村的白菜种植基地，种植户郑道云

正忙着为自己的60亩育种田施农家肥。“白牛无筋白

菜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凉拌如玉翠，鲜炒无呛味，销

量特别好。”郑道云说，“我今年又多种了15亩。”

时间回到一年前，2021年 9月，白牛镇白菜成功

申报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品牌，这也是邓州市第

一批全国农产品品牌。邓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

任冀洪策介绍说：“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是农业农

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组织相关专家进行技术评

审确认的，可在国家相关平台上推广，也可在产品包

装上张贴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统一标识，这张名片

对于白牛的无筋白菜种植户来说，是极大的肯定，可

以说含金量极高。”

湍河、赵河、严陵河横贯全镇所带来的特有土壤

和水质，为无筋白菜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现

在，无筋白菜已成为白牛镇的一张名片，5000亩的无

筋白菜标准化种植生产示范基地总产量可达3750万

公斤，产值达5000万元，为白牛镇发展2万亩农业特

色产业基地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白牛镇强力开展

“产业兴旺星”创建工作找到了抓手。

“产业旺不旺，全靠支部带。因地制宜做大做强

我们的特色产业，服务好群众、合作社、企业，解决他

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我们村支部必须做好的。”白牛镇

故事桥村党支部书记刘培常在全村召开的“五星”支

部创建主题党日活动中说道。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不仅是白菜，

蜜桃、花生、红薯也是白牛镇历经多年培育的农业特色

产业，为白牛镇群众打开了致富门，也为特色农产品深

加工提供了更大的选择余地。现在的白牛镇农业产业

已经形成了连片发展、有序发展、高位发展的良好态势。

推进产业兴旺，促进增收致富。过去，白牛镇群

众以卖新鲜农产品为主，没有深加工，增值空间小。

近年来，白牛镇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优化产业布

局，推动种养加有机结合。

“加快农业产业化主体培育，促进产业深度交叉融合。针对2

万亩特色蔬菜基地，我们成立了2家蔬菜购销公司，统一经销到

大中城市，使菜农销售无忧，并建设了2条辣椒烘干生产线和一

条蔬菜脆片生产线，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该镇镇长李芬

说道。

补齐物流短板，加速鲜货出镇。白牛镇充分利用近郊优

势加强同周边地市的合作，构建蔬菜产品销售配送网络。

加强同邓州、南阳市内大型蔬菜水果批发市场以及大型超

市的对接，逐步建立直接的购销合作关系，打通销路，减

少流通环节，降低运营成本。同时，规划在白西村建设

蔬菜专业批发市场，配备基本的交易流通设施，形成统

一经营管理，为集中批量销售和城市配送构建完善的

本地服务体系。

一系列延链展链的政策措施和量大质优的特色

农产品不断激发着企业发展活力，云盟肥业、白牛故

事、金谷禽业、连创农业科技等特色农业企业纷纷

在白牛镇落地生根，不断发展壮大。

养得好、产得优，更要卖得俏。今年中央一

号文件提出，实施“数商兴农”工程，推进电子商

务进乡村。无独有偶，在今年元旦前后，邓州市

白牛镇党委书记罗建、镇长李芬，通过抖音直

播为该镇无筋白菜代言的视频，刷屏抖音和

微信朋友圈，6天内白牛镇白菜销售量（线

上+线下）近90吨，不仅为种植户拓宽了销

路，同时也让“白牛无筋白菜”走向全国各

地，产生了良好的品牌效应。

“在‘五星’支部创建工作中，‘产业

兴旺星’的创建，事关乡村的持续性发

展，也与百姓的幸福生活紧密相连。

下一步，白牛镇将着力推动特色产

业的提质增效，提升种养环节品

质，提高加工环节附加值，通过电

商和商超联动打通物流、打响品

牌，确保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

优我特，推动‘小特产’向‘大产

业’转变，实现乡村振兴。”白

牛镇党委书记罗建说。

□曹相飞 敖松 文/图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

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一项重要任务。做好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既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抓手，也

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首场硬

仗。为加快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邓

州市桑庄镇积极推动党建引领与乡村人

居环境整治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带头作用，有力形成“支部引领、党员

带头、群众参与”的共治氛围，为乡村振兴增

添靓丽底色、注入新活力。

抓住全面推进的先机。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启动以来，桑庄镇第一时间动员部署，第一

时间启动镇区“双占”“十乱”专项整治，多次召

开推进会，现场观摩点评，全镇19个村（社区）村

村亮出“成绩单”，个个观摩“取真经”，既比出了差

距压力，也得到了经验启迪。

抓住党建引领的核心。积极探索“党建+人居环

境整治”新路径，确保基层党组织发挥主心骨作用、支

部书记发挥领头雁作用、党员代表发挥先锋带头作用。

14名科级干部包片包路段，80余名机关、镇直、站所干

部进村，300余名村（社区）干部、党员包组进网格，形成了

“领导包片、干部包村、党员包组、群众参与”的工作机制。

抓住全民参与的底线。按照村情实际，将全镇19个村

（社区）分为3个梯次，基础差、底子薄的村从整治“脏乱差”

入手，重点实施村庄清洁和拆除残垣断壁、危旧险房等行动；

一般村结合户厕改造、坑塘治理、道路修补等进行改造提升；

村容整洁基础好的村结合游园广场、绿化亮化等重点打造，让

群众切身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充分调动广大

群众支持、参与环境整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彻

底扭转“干部低头干、群众背手看”的被动局面。

抓住关键节点的打造。以“全镇域”为范围，

全面摸排、引导自拆。率先拆除村组危旧房屋、

残垣断壁，镇村主干道路两侧及党员干部的违

建。以“全畅通”为标准，疏堵结合，以疏为主。

通过统一规划集贸市场、门前划定3米经营许可

线、下达《禁停通知书》等多种形式，杜绝集镇乱

停乱放、逢集交通瘫痪问题，在镇区完成“双占”

“十乱”整治的基础上向村组延伸。以“全提升”

为目标，建管并重，以管促建。由市场监管、派出

所、综合执法、村镇中心等部门参与其中，同向发

力，对沿街商超、宾馆饭店、进村主路两侧落实门

前“三包”责任，下狠手、出重拳，拆一处、净一处，

控一处、稳一处，确保还路于民、还绿于民、还净

于民、还空间于民。

截至目前，该镇累计出动人员5500余人次，

出动铲车、钩机、吊车、板车等各类机械 480台

次，清理柴草垛、垃圾堆2290处 3460余吨，拆除

违建围墙481处 1.2万余平方米，残垣断壁、危旧

房屋202座4600余平方米，新建游园广场16处，

治理坑塘黑臭水体37处，修补破损道路8条，打

通断头路 6 条，新装路灯 220 余盏，户厕改造

2207户，整治规范集镇市场9个，整治乱占道、乱

停车等问题2400个。

“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工

作部署，着力把每一个基层党组织打造成引领环

境持续改善的战斗堡垒，持续推进‘党建红’与

‘环境绿’深度融合，奏响桑庄人居环境整治的最

强音。”桑庄镇党委书记耿飞说。

□曹相飞李明玉 文/图

近年来，邓州市花洲街道积极运用全域党建理念，

全力做好“红色物业”创建工作。以增强居民的幸福感

和满意度为方向，立足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密切联系群

众需要，全面推进社区物业党建联建，构建党建引领、

条块联动、各方协同、群众参与、制度保障的物业管理

新格局，逐步打造符合自身实际的“红色物业”，实现以

党建引领“红色物业”，推动社区治理创新，提升社区治

理效能。

健全组织体系。花洲街道现有17个社区，有规范

物业管理的居民小区有20余个，其中物业管理相对规

范、基础设施较好的财富世家社区、滨河社区已成立联

合党支部作为街道“红色物业”创建示范点。联合党支

部书记由社区干部担任，委员由业主党员和物业企业

党员担任。积极组建“党员先锋队”，充分发挥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物业企业、社区党支部形成工作合力，

明确各方责任，积极做好环境卫生维护、小区绿化提

升、基础设施维护等各项工作。下一步，花洲街道将在

做好示范引领的同时，积极探索社区服务新模式，重点

关注辖区内老旧小区的“红色物业”创建情况，尽快推

进“红色物业”对辖区内居民小区的全覆盖，形成“党建

引领、多方协作”的良好局面，使社区氛围更加和谐、群

众满意度不断提升。

做强党建阵地。统一居民区及物业企业的党建

阵地“有场所、有设施、有标志、有党旗、有书报、有制

度”的标准，严格落实主题党日、“三会一课”等基本制

度，建设集小区党支部、业委会、物业公司等于一体的

小区党群服务站。坚持一个党员树一面旗帜，大力推

进党员“亮牌”服务，党员佩戴党徽，设立党员服务示

范岗、先锋岗和党员责任区。财富世家小区在小区门

卫室开设党员便民服务窗，增设物品寄存、失物认领、

爱心伞、便民车等服务项目，主动为业主提供寄存服务60

余人次、咨询服务3000余人次。社区联合物业组织安

全宣传活动10余次，张贴温馨提示13次500余张。社

区党员志愿服务队定期为小区内的11户孤寡老人打

扫卫生和办理各项交费事项等。

做实党建督导。群众对物业服务的满意度是评

判“红色物业”的标准，所以制定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尤

为重要。街道党工委不断建立完善联动管理机制，

以及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

务企业协商议事工作机制，街道、社区党组织对物

业服务企业履行合同情况考核评价制度。实行

交叉任职制度，吸收物业服务企业党组织负责

人、业主委员会党员担任街道、社区党组织兼

职委员，提倡社区“两委”成员、优秀党员业主

通过法定程序进入业主委员会。每季度办

事处将牵头相关职能部门，协助联合党组织

做好对业委会和物业的评价与考核，建立

对业委会规范履职的综合评估机制，每季

度组织工作测评组，综合评价业委会规

范运作情况和物业服务质量。基层党

组织通过监督与评价，全面规范业委

会与物业的运作方式与运作行为，提

升居民的满意度，最终实现以有效的

监督和优质的服务聚民心、汇民力。

下一步，花洲街道将以“红色

物业”为抓手，坚定不移地把党建

引领贯穿始终，打造更多示范性

“红色物业”项目，把“红色”经

验向更多小区延伸，着力培育

建设一批具有影响力和区域

带动力的党建品牌，走活物

业管理共治棋。

□曹相飞周云庆董闯 文/图

“五星”支部创建工作，是完

善基层治理体系、提升基层治理

能力、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部署。

邓州市九龙镇把开展“五星”支部

创建、深化党建引领作为强基固本

的重要举措和能力作风建设的重要

内容，通过强化党支部“六项能力”，扎

实开展“五星”支部创建工作，打造坚强

的基层战斗堡垒，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

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

的作用，把基层党支部的政治优势、组织优

势和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创新优

势和科学发展优势。

争创“产业兴旺星”走强村富民路。为进

一步壮大支柱产业，培育特色农业，该镇在不

断扩大烟叶、红薯、花卉、小辣椒、红高粱等特色

农产品种植规模的同时，逐步提升品质和管理，

实现品牌化运作、标准化操作、生态化发展，同时

引入金融介入项目，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结合陈岗移民社区实际和优势，该镇积极对接

邓州市产业规划布局，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

和市场条件等因素，科学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符合市

场需求的特色优势产业，找准发展“一村一品”的切入

点，把大力发展小辣椒作为主导产业发展集体经济，铺

好百姓“幸福路”。

引导村民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

率的同时，鼓励村民通过联耕联种、跨村联建，加入专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等方式实行土地流转，实现资源共享、连片发

展，围绕优势产业和特色产品，进行统一的农业生产服务，促

进专业化生产。

在移民项目资金的大力扶持下，陈岗工业园区现已建成投

产的汽车修理厂、浩捷箱包厂、渔网厂、红云塑业有限公司、养殖

小区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入驻，通过土地租赁、厂房租赁方式，增

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壮大村集体经济，提高村级

工作的保障水平，更好地为村民办实事、办好事。

争创“生态宜居星”促环境提升。大力推进

人居环境整治，合理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按

照“三无一规范一眼净”标准，加大对社区门前屋

后垃圾、杂物的清理力度，严禁秸秆焚烧，开展“六

清”，治理“六乱”，稳定社区保洁队伍，开展“四旁”

绿化、村庄绿化、庭院绿化，大力推进“一宅变四

园”，引导鼓励群众争创“五美庭院”、“十佳”文明

户，保持村庄、农户常态化清洁卫生，使村容村貌、

户容户貌全面改变。

该镇科学选择改厕模式，根据地理、气候、水

源情况，因地制宜推广水冲式厕所，做好旱厕改造

工作，推动新建农房配套建设卫生间，合理规划建

设公共厕所。今年底，陈岗社区水冲式厕所将达

到100%。

积极实施垃圾分类处理，引导群众正确投

放生活垃圾，对可腐烂的湿垃圾就地堆肥、可回

收的干垃圾资源化利用、不可回收的干垃圾转

运处理、建筑垃圾等硬化垃圾就地消纳，彻底清

除村庄周边、道路两侧、庭院四周的生产生活垃

圾。

陈岗社区党支部书记陈大定介绍，投资建设

的占地10亩、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的企业厂房

预计本月底建成，并将租赁给辣椒深加工企业使

用，不仅可增加集体租赁收入，还可吸纳150名

左右的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为加快生态宜居创建，九龙镇还将通过“四

议两公开”工作法，围绕陈岗社区北区文化广场

打造村史文化示范点，制作生态宜居宣传墙画，

该示范点建成后，逐步在全镇推进。

“我们将通过不断整治，大力改善群众生活

环境和乡村面貌，切实以生态宜居赋能‘五星’支

部高质量创建，努力绘制‘生态宜居、和谐自然’

的美丽画卷。”邓州市九龙镇党委书记袁柱亭说。

邓州市白牛镇
特色产业大发展 乡村振兴大提升

邓州市桑庄镇
党建引领奏响人居环境整治最强音

邓州市花洲街道
以“红色物业”构建基层治理新机制

邓州市九龙镇
创建星级党支部强基固本筑堡垒

九龙镇振旭包装有限公司工人正在加工订单产品

人居环境整治后的桑庄镇陈堂村人居环境整治后的桑庄镇陈堂村

花洲街道志愿者服务队为社区商户讲解防疫政策

白牛镇白菜成功申报全白牛镇白菜成功申报全
国国““名特优新名特优新””农产品品牌农产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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