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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游助农整体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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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露勇

共 绘 现 代 版 新 农 村 壮 景
——河北邯郸县整县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纪实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韩艳萍 刘子杨

内蒙古阿荣旗推进“十个全覆盖”工程——

干 群 齐 力 建 新 村
本报记者 罗 霄 通讯员 周连娟

沿着新铺设的柏油路，走
进重庆市綦江区石壕镇万隆
村，只见蓝天白云下，苍翠青山
拥抱着幢幢红色民居,便民中
心广场上红旗迎风招展。而在
2014 年这里还是区级重点扶
贫村，“高、远、冷、穷”曾是它的
代名词，村里壮劳力纷纷外出
打工谋生，姑娘们出嫁后都不
愿回娘家。贫困村如何变身为
夏季避暑旅游胜地？

綦江区委书记潘毅琴先后
6 次到万隆村走村串户，召开
田坝会、院坝会，了解村情，听
取意见。万隆村夏天异常凉
爽，周边群峰环抱，坝中草木丰
茂，绿水环流，春夏秋冬景象万
千，是洗肺养生好去处。在充
分调研的基础上，万隆村确定
了“根据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
强化渝黔合作示范带动，积极
培育产业龙头，整合资源，面向
主城，抢抓机遇，以旅游促发
展，打造高山休闲旅游名村”的
脱贫发展思路。在规划中，万
隆村花坝旅游度假区被分为运
动探险区等 5大特色功能区。

“花坝旅游度假区是天上
牧场、塞外风光，更是驴友天
堂。”綦江旅游度假区管委会负
责人说，石壕镇与重庆渝商旅
游集团签订的总投资 20 亿元
的开发合同，将是花坝旅游发
展的一个新机遇。

村民李明河办起了农家
乐，去年露营季期间收入近 10 万元。“现在，万隆村有 43
家农家乐，许多经营主之前没有稳定收入，如今因花坝旅
游蒸蒸日上，村民们的日子也更红火了。”石壕镇党委书
记张文野说。目前，万隆村“旅游围绕扶贫转，产业围绕
旅游转”的发展格局正逐步形成，围绕旅游的特色产业和
旅游特色农产品初具规模。

万隆村支部书记李明铁介绍说，村内已发展花坝糯
玉米 3000 亩，其中集中示范片 500 亩，种植大户有 10
户；方竹笋、脆红李、花坝山羊等农产品也形成一定规模，
通过引导农业产业向旅游产业结合，促进人均增收 8000
余元。

如今，万隆村开启了旅游扶贫道路，为村民提供了大
量的就业机会。村民胡太华现在在家门口打工，一月能
拿 2000 多元。他的妻子在渝商旅游集团种花，每天也
能挣 80 多元。“今年，我还种植了几十亩核桃、脆红李、猕
猴桃，预计 3年后就能结果了。”胡太华对未来充满希望。

“除了石壕镇万隆村，去年我们綦江通过发展乡村旅
游扶贫的方式，在郭扶镇高庙村、丁山镇石佛村、横山镇
大坪村、隆盛镇振兴村等 11 个村，因地制宜地发展高山
生态、避暑休闲旅游和乡村旅游产业，均达到了旅游扶贫
的目的。”据綦江区扶贫办负责人介绍，2015 年，綦江区
将贫困村销号、贫困户“越线”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心
工程来抓，全年投入扶贫资金 3.57 亿元，经过旅游产业
扶贫等多项精准扶贫措施，完成了 25 个贫困村全部“销
号”和 6950 户 22904 人“越线”的脱贫目标，实现了区内
整体脱贫。

本版编辑 陶 玙

日前，河北省美丽乡村建设年度考
核评价结果揭晓：邯郸县不仅综合成绩
名列全省前茅，同时还有 9 个村庄先后
入选全省美丽乡村精品。成绩的背后是
该县县委、县政府整县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付出的艰辛努力。

邯 郸 县 委 书 记 何 志 刚 告 诉 记 者 ：
“邯郸整县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是要让
每个村都能成为经济发展、环境整洁、
设施配套、功能完善的现代版新农村，
让每户农民都能在‘ 生 活 有 品 位 、乡 愁
有 寄 托 、致 富 有 产 业 ’的 美丽乡村中
共享发展成果。”

一花引得百花开

改造提升农村面貌，改善农民生活
质量，改变农村生活方式，是美丽乡村
建设最迫切的任务。

2014 年，随着邯郸县美丽乡村建
设的深入开展，西召里、四留固村被评
为河北省级“美丽乡村”，45 个村列入
省重点村。满足人民群众的意愿就是政
府 工 作 的 出 发 点 和 落 脚 点 ， 2015 年
初，邯郸县做出一项重要决定——整县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并成为邯郸市唯一
的省级美丽乡村建设整体推进县。

邯郸县县长潘利军告诉记者，美丽
乡村建设要实现持续推进，必须完善符
合基层实际的奖补制度，通过释放财政
资金奖补“红利”，撬动社会资金投
入。2015 年，全县累计用于美丽乡村
建设的奖补资金达 2.3 亿元，撬动社会
资 金 近 5 亿 元 ，“ 路 、 气 、 水 、 电 、
厕、绿”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一系
列基础设施工程相继实施。在天然气入
户工程上，主城区外的农户每户补贴
3000 元，全县 131 个村 4.5 万户居民取
暖、做饭用上了天然气。

邯郸县委副书记冯晓梅介绍说，全
县各个村基础设施长短不齐，为避免盲
目攀比甚至重复建设，他们坚持“不规
划不设计、不设计不施工”的原则，一
张蓝图管到底，邀请专家全程设计、群
众广泛参与，让规划定位更接“村气”

“人气”。秉持“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
村”的理念，该县完善顶层设计，委托
邯郸市规划设计院制定了全县总体规划
和差异化发展的片区规划。

对主城区规划范围内的 40 个村庄，
围绕城区扩展，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农
民市民化，形成环境整洁、设施完善的现
代都市新村；对主城区规划范围外的 114
个村庄，深挖特色资源，传承优秀文化，
打造一批田园风光、产业兴旺、望得见山
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

邯郸县依托各村文化、历史和产业
基础，深挖文化内涵，将美丽乡村建设与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相结合，从 45 个省
级重点村中，优选资源禀赋优、文化底蕴
厚的 10 个精品村示范带动，精心打造了
3 条精品乡村旅游线路和 6 个精品示范
片区：3 条精品乡村旅游线路即红色电影
之乡四留固村、古戏新韵西召里村、服装
名镇皮条屯村连成一线，千年枣林小堤
村、独爱桃园马堡村、知青故里谢南留

村、风情走廊裴庄村、天然氧吧东堤西堡
村组成生态游线路，滨水之恋张李庄、魅
力瓜乡吴唐营、红色文化田寨村连成一
线；6 个精品示范片区即文化古迹示范
区、科教服务示范区、现代农业示范区、
工贸物流示范区、绿色生态示范区、枣乡
文化示范区。

目前，全县累计建成省级重点村 60
个、特色精品村 20余个。

文化点睛景韵丰

置身改造后的小堤村，平坦的水泥
路巷巷连通，枣园周边弥漫着乡土田园
的清香。成方连片的古枣林枝干遒劲，
历经 500 年沧桑依然傲然伫立，像一位
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守护着村庄；对面的

“铸铁工艺园”里，一座座炼铁炉回忆
着曾经的岁月。在这里，“千亩枣林”
项目已经落地，利用现代技术实现四季
有花、四季有果，传承光大枣树产业，
打造“小堤千年古枣”名片。

不砍树、不毁绿、不拆房、不占
田、不填塘，小堤村只是该县“美丽乡
村”的代表。该县保留乡村风貌，挖掘
乡土特色，发展乡村旅游，突出“一村
一景、一村一业”，倾力打造“让年轻
人回来、让鸟回来、让民俗留下来”的
浓郁乡村风情、田园情趣。

南吕固村，因传说中唐朝进士吕洞
宾云游天下在此安家而得名。该村把村
里的一条老街打造成了“民俗文化一条
街”，街上有以宣传国防教育、体现老
兵情怀为主的“老兵之家”，有极具城
市风情的“咖啡屋”，有集聚农耕文化
的“民艺馆”等。

文化是美丽乡村建设的灵魂。邯郸
县不但在村庄整治、街道硬化等“面

子”上下功夫，还在提高村民素质、提
升农村文明程度等“里子”上费心思，
使打造美丽村容与提升村民素质相得益
彰。为挖掘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该县相
继开展了“文明燎原行”“美丽乡村文
明使者”“星级文明户”“美丽乡村建设
带头人”评选活动，“忠孝文化”“孝廉
文化”“善贤文化”植根于心。

东召里村弘扬慈孝文化，建起了
“慈孝文化一条街”，这里有能容纳千人
的“德孝文化苑”、沙杆制作的“新二
十四孝图”、大街小巷的“孝贤典故”、
花池边竖起的慈孝文化柱、厚重的“百
味书屋”。在这里，每月两次的“慈孝
道德讲堂”座无虚席。崇德向善，见贤
思齐，村里 30 多人成为了“慈善义工
队”，涌现出一批慈孝家庭、慈孝之
星、乡村好人。

群众义务奉献成为“美丽乡村”建设
中最美的人文景观。据统计，在美丽乡
村建设中，全县群众自发捐款捐物达
1800 余万元，自发出义务工 3.5 万人次，
出动拖拉机等运输设备 2万余辆次。

美村更要富村民

美丽乡村建设，要有产业作为支
撑。邯郸县将美丽乡村建设与城郊乡村
旅游相结合，将产业发展和农民致富增
收相结合，通过壮大产业实现强村富
民，打造“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乡
村经济发展模式。

邯郸县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挖
掘各村文化资源、种植资源和旅游资
源，集中发展一批集文化、观光、采
摘、旅游、休闲等为一体的民俗游、农
家乐、民宿经济等项目。仅今年春节假
期期间，南吕固美丽乡村片区就接待游

客 10万余人次。
今年，邯郸县利用春季赏花踏青大

好时节，谋划举办“美丽乡村游·花海
邯郸县”等主题活动，打造集旅游、生
态、文化、休闲于一体的乡村特色游。
同时，四留固村以“红色电影之乡”带
动红色文化游，正在建设百年红色电影
博物馆、柴氏芥子园美术馆、“电影人
家”农家乐餐厅，带动了一大批城市居
民在此休闲旅游。村里还建起了紫阳养
羊基地，带动发展 10 余家养殖场，村
民每年可增收 10 万元；东城子村发展
环村特色林果产业，大林间套作 400 亩
油牡丹花，发展农事体验游、认领管理
游、春季观光游、秋季采摘游、周末近
郊游，让市民一年四季可到这里领略田
园风光；小堤村扩大枣树种植规模，打
造“千年枣乡”品牌，并建起了“平汉
战役纪念馆”和真人 CS 训练基地，发
展枣乡休闲观光游；裴堡东村建起了苗
圃基地和蔬菜种植采摘园；西召里村发
展了 300 亩核桃园，建起了花卉大棚，
发展油牡丹林下经济；西里堡村建起了
葡萄采摘园，发展乡村游⋯⋯新威农业
生态园、轩宇科技园、雨垌采摘园、硕
果春采摘园、怡康体验园等一大批新型
业态相继建成，已成为城市居民钟爱的
休闲公园、“美味小厨”和生态菜园。

依托农业园区、工业园区，该县培
育了一批加工型、市场型、科技型龙头
企业，扶持了河沙镇富民奶牛养殖、皮
条屯服装加工等一大批新型合作经营主
体，全县农业龙头企业达 27 家，河北
省市重点龙头企业达 6家。

美丽乡村与产业发展交融互动，成
为邯郸县美丽乡村建设的“动力源”。
去年，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460元，同比增长 10%。

日前，记者来到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
复兴镇地房子村，站在高岗上放眼望去，
街道干净整洁，青瓦白墙的房舍错落有
致，道路两旁的施工人员紧张有序地忙碌
着⋯⋯眼前漂亮宜居的新村过去却是另
一幅景象，而这一系列的变化都来自于该
旗推进的“十个全覆盖”工程：一是危房改
造工程、二是安全饮水工程、三是街巷硬
化工程、四是电力村村通和农网改造工
程、五是村村通广播电视和通讯工程、六
是校舍建设及安全改造工程、七是标准化
卫生室建设工程、八是文化室建设工程、
九是便民连锁超市工程、十是农村牧区常
住人口养老医疗低保等社会保障工程。

乡村迎来新变化

在复兴镇地房子村同生组，地房子村
党支部书记陈云龙正带着建筑工人施
工。他告诉记者，目前村里投资 180 万元

新建的幸福院已建成；危房改造、文化活
动室改造、通电、通广播电视、街巷改造、
常住人口养老医疗低保和卫生室、便民超
市都已完成。

沿着已经修好的巷道，记者来到该村
年近 60 岁的徐华老人家。“别看我岁数大
了，‘十个全覆盖’我也说得上来，铺上了
水泥路，住上了敞亮房，电视几十个频道
想看哪个就看哪个⋯⋯这村里真是越来
越美了！”老人向记者细数村庄的新变
化。她家的小院干净整洁，浅灰色的院
门，院墙粉刷一新，玻璃擦得一尘不染。
徐华老人说，“以前，村里有的地方地势低
凹，下雨时积水都排不出去，出行很不方
便。现在土路变成水泥路，旧村子变了新
样貌。雨天还能出来转转，还建了广场，
生活真是越来越好!”

为了让更多的百姓住有所居、居有所
安，阿荣旗切实把“十个全覆盖”工程抓实
抓细，把这项惠民实事办实办好。

携手建设新乡村

在六合镇永乐村，记者看到驻村干部

正在帮助村民清理农家院里多年积攒下
来的垃圾、柴草等杂物。永乐村党支部书
记韩士波告诉记者，“做群众工作就得有
耐心。随着工程建设不断深入，老乡们越
发爱惜现在的村容村貌。现在老百姓的
心气顺了，心气儿高了，理解支持的多了，
主动参与的多了，比着干的多了⋯⋯”

在一户农家，记者遇到了索尔奇国家
湿地公园管理局副局长陈延勇，他正在给
老乡进行“十个全覆盖”政策宣讲。连日
来，干部们不仅面对面向群众宣传讲解

“十个全覆盖”工程的意义、目标、实施的
过程，还为农户清理垃圾、整理院落，帮助
村民们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

在“十个全覆盖”工程的实施中，广大
干部群众演绎出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
事，田野乡村随处可见干部职工同群众一
同忙碌的身影，汗水洒落在每个角落。

百姓乐享新生活

在得力其尔乡得力其尔村便民连锁
超市，记者看到 60 多平方米的店铺里干
净整洁，货架上的蔬菜、水果、副食品等一

应俱全，前来购物的村民络绎不绝。
“从前，买个日用品很不方便，村里只

有这一家小卖部，村东头跑到村西头，从
头到脚满身灰不说，有时候要买的还没
货。”村民刘大姐告诉记者，现在买啥都方
便，在家门口就能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物美价廉，十分方便。

超市的店主崔艳秋经营这家店已经
8 年了，2014 年“十个全覆盖”工程实施，
农家小店“变身”便民连锁超市。她说，

“以前货源少，进货也不方便。现在有了
好政策，超市货物齐全了，村里百姓的日
子也比以前富裕了，来消费的人也越来越
多，超市生意越来越好。”

依托“十个全覆盖”工程，阿荣旗大力
建设便民连锁超市，改变了之前“油盐酱
醋在村里，日常用品奔乡里，大件商品跑
旗里”的消费方式，给百姓带来了实惠。

“十个全覆盖”，件件关切民生，事事
温暖百姓心。如今“十个全覆盖”工程项
项逐步落实、桩桩依次兑现，阿荣旗正在
顺势而进、全力而为，为实现遍及草原沃
野的“幸福全覆盖”快马加鞭。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通讯员陈芊洁报道：广西将继
续统筹推进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通过 5 年的努力，
力争完成目前尚未建有污水处理设施的 554 个建制镇的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任务，到 2020年底实现镇级污水处理
设施全覆盖且稳定达标运行，并逐步完善污水处理收费
体系。

据了解，广西镇级污水处理设施计划分 3 批建设，
2016 年开工建设首批 313 座乡镇污水处理厂，其中建制
镇污水处理设施项目 300 项、乡污水处理设施项目 13
项，并要求于 2016 年 12 月底前开工，2017 年 11 月底前
竣工试水。为全面推进广西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任
务，广西将镇级污水处理厂建设列为“十三五”的重点工
作，并先后出台了《“十三五”全区镇级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运营实施方案》《城镇污水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工作计
划》等文件，从目标任务、工作措施等方面对全区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广西推进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力争2020年实现镇级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雷婷报道：国家电网公司与陕西省人
民政府日前在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签署了《国家电网公
司陕西省人民政府“十三五”电网发展合作框架协议》和

《关于共同推进陕西省小城镇（中心村）电网改造升级和
“井井通电”工程补充协议》，就加快陕西电力外送通道建
设和陕西坚强智能电网建设，加快实施新一轮农网改造
升级工程，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积极推进能源清洁、高效
开发与利用等事项达成共识。

据统计，国网陕西电力经营区域内共有 1042个小城
镇（中心村）需要改造升级，涉及 170 万人口。根据协议，
2016 年至 2017 年，将完成全部小城镇（中心村）电网改
造升级任务，实现经营区域内平原地区农田灌溉机井“井
井通电”。到 2020 年，农网主要指标达到并超过国家提
出的农网改造升级目标要求，整体达到西部地区先进水
平，全面提升陕西农网供电能力和供电服务水平。

陕西实施新一轮农网改造
与国家电网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 图 为 河

北邯郸县尚璧镇

中亓固村一景。

马谦杰

韩艳萍摄

▷ 图为河北邯郸县服装名镇皮条屯内的

服装加工厂。邯郸县通过壮大产业实现强村富

民，打造“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乡村经济发展

模式。 张 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