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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井乡党委始终坚持发展
是第一要务、抓好党建是最大政
绩，以党的建设高质量引领乡村
振兴。乡党委狠抓制度机制建
设,健全教育培养机制、奖惩激
励机制和关怀关爱机制，着力培
植人才发展的沃土；落实抓党建
促脱贫攻坚工作和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党建工作，扩大党组织覆
盖面、筑牢坚强战斗堡垒、发挥
党建引领，助推乡村振兴。

该乡创新“党建+企业+合
作社+农户”的经济发展模式，
不断规范基层组织运行机制，推
动基层党建主动融入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乡党委成立了以种
植养殖合作社为代表的龙井乡
大众联合党支部，以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为代表的信阳农灵谷党
支部和中合生态党支部，积极探
索农村改革发展，深挖政策、项
目、能人、企业、农户等五个方面
的存量和优势，引导企业、能人
和农户参与现代农业发展，成立
专业合作社，加快推进企业化运
作、标准化生产，不断推动农业
生产经营方式转变。依托7个
扶贫产业发展项目，合作社每年
向贫困户兑付不低于1000元的
资产受益红利，实现了农民增
收、贫困户脱贫、村集体经济壮
大、企业发展的共赢局面，切实
建立起了企业、村集体、群众利
益链接机制。

项目争引 强化经济支撑

2016年落户龙井乡北雷村
的中合生态（信阳）有限公司，一
期总投资1.2亿元，占地148亩，
总建筑面积30000平方米，年繁
育祖代种猪（母）7500头的示范
园项目已建成并投入运营。
2018年落户龙井乡汪岗村的中
合生态示范园二期项目，总投资
6亿元占地500亩，集容纳14.6
万头育肥猪、6000头种猪场和年
产5万吨有机肥厂，该项目已于
2019年7月10日举行开工仪式，
工程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投资
5000余万元的信阳神舟科技海
棠园，已栽植1000亩海棠观赏
树，打造集观赏、采摘、养生、民宿
旅游等为一体的乡村旅游景观园
林。2016年落户南雷村的信阳
农林谷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投
资500万元，公司利用稻草、玉米
皮等秸秆制作八仙过海、西游记
等20多个主题的系列生态环保
工艺产品，销往各大游乐园、生态
庄园等，累计消化农作物秸秆
5000多吨，年销售收入1000万
元以上，年利润400余万元。投
资600万元的龙井乡中心敬老院
建设项目即将开工实施。该乡着
力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全面推进
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近年来，该乡牢固树立“抓
项目就是抓发展”的理念，坚持
把重点项目建设与脱贫攻坚相
结合，与提升特色优势产业相结

合，与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相结
合，基础设施、农田水利、道路交
通、社会事业等项目建设扎实有
序推进。目前，投资1700余万
元的龙井村、洪山寺村美丽乡村
建设项目已完成，绿化、硬化、美
化、亮化、净化等配套设施已完
成，铺设柏油4公里，栽植桂花
965棵，安装太阳能路灯投资
234盏，新建污水处理厂2座，
乡镇人居环境质量明显提升。
投资600万元的教育发展均衡
项目已完成，高标准建成学生住
宿楼、教辅楼各1座，塑胶跑道
操场2个。投资3000余万元的
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共修建村组
道路28公里，改造坑塘71座，
新打机井7眼。项目的落地和
实施，进一步增强乡域经济发
展，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得
到明显提升。

产业振兴 加快发展步伐

该乡依托当地资源条件、区
位优势、产业基础，重点扶持发展
一批龙头企业，使其在农业产业
化发展中成为主力军。以南雷村
农林谷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北雷
村中合生态养殖、神舟科技海棠
园等企业为平台，聚焦特色种养
殖和自然生态资源优势，积极调
整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发挥龙头
企业的示范带头作用。该乡结合
实际，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烟叶、西
瓜、五月仙桃、大闸蟹、小龙虾等特
色种养殖产业，其中“洪山湖”大闸
蟹、“稻虾共作”小龙虾得到了广大
消费者的认可与好评。信阳艺同
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注册“南雷
村”商标，实行“合作社+农户+电
商”模式，主要生产“龙井稻虾生态
米”“纯红薯粉条”“小磨香油”“天
然成熟蜂蜜”“土山鸡”“米流酒”

“地锅豆筋”等特色农产品，通过
“互联网+”益农信息销售平台进
行线上线下销售，年销售额达360
余万元。“南雷村”商标的农特产品
在信阳市区及周边县乡享有盛
名，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进一
步提升。该乡以林地资源为依
托，充分利用林下自然条件，开展

“林草”“林禽”种植和养殖，培育农
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的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目标，按
照平桥区全域旅游规划方案要
求，该乡积极探索发展乡域全域
旅游，构建区域品牌形象推动产
业多元化发展。规划以范山村、
沿淮村为主的千亩五月仙桃种
植基地为依托，打造风景如画桃
花村；以洪山寺村千亩海棠园为
依托，打造繁花似锦海棠村；以
胡沟村百亩杏花种植基地为依

托，打造鸟语花香杏花村；以北
雷村古典民居为依托，打造豫风
楚韵梨花村；以地塘村蓝莓种植
基地为依托，打造花果飘香蓝莓
村；以南雷村香草精灵为依托，
打造一个千亩的集观赏、吃住游
玩、科普、草编艺术和婚纱摄影
为一体的农业公园。产业振兴
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该乡科
学制定战略规划，推动产业融合
发展、高质量发展，迈向乡村振
兴的快车道。

民生为重 提升幸福指数

该乡持续加大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建设，积极落实各项
惠民政策，极大地提升了农村生
产生活水平，保障了社会民生。
实施乡域道路硬化绿化亮化工
程，全乡90%以上的村民组达到
了组组通，通车里程达223公里；
加强河、湖、塘、渠修建与整治力
度，对全乡11座中小型水库进行
了除险加固，整修万方大塘1500
余口；建设北雷、地塘、沿淮、洪
山、胡沟等7个村自来水厂，惠及
群众一万多人；加大对乡及村主
次道路沿线“一线四点”及村民房
前屋后的环境卫生整治力度，集
中清理陈年垃圾，大力实施危房
改造清零；加大创文创卫工作力
度，发挥500余人的“乡村振兴党
员先锋队”和“乡村振兴巾帼志愿
者服务队”作用，按照龙井乡“六
净”(扫干净、擦干净、洗干净、卖干
净、扔干净、拆干净）和“两起来”
（家禽圈起来，生活生产用品码起
来）要求，帮助村民整理房前屋后
卫生，积极参与环境整治工作，乡
村面貌有了显著改善；建设了15
个村文化广场和村卫生室，方便
群众娱乐健身，解决了群众看病
难问题；打造乡村精品文化墙
10000余平方米，形成一道亮丽
风景线；规范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不断健全困难群众救助和留守弱
势群体关爱服务体系，及时足额
发放各项惠农资金。开展平安龙
井创建，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
幸福感进一步增强，龙井乡已连
续7年被评为市级“四无乡镇”。

喜迎新中国70华诞大庆，新
时代新起点新征程。我们以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为契机，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
抓落实，力争使龙井乡的全体党
员干部努力做到：牢记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端正为人民服务的态
度、坚定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增强
为人民服务的本领、饱含为人民
服务的热情、提高为人民服务的
效率，从而更好带领全乡人民共
同把建设“梦里水乡，花果龙井”
的宏伟蓝图变为生动的现实，谱
写龙井乡新的华美篇章。

龙腾盛世千家
乐，井水甘冽万民
欢。美丽龙井景色秀
丽、人杰地灵，气候宜
人，宛如镶嵌在淮河
之滨的一颗璀璨明
珠。龙井乡区位优势
独特，青山苍翠、绿水
长流、花果飘香，江南
之北国、北国之江
南。自然山水秀美，
文化底蕴深厚，人文
资源丰富，民情民风
纯朴，是一块充满潜
力、充满活力、充满实
力和充满魅力的热
土。

党的十九大以
来，新一届党委政府
秉承“精诚团结、开拓
创新、真抓实干、敢当
先锋、攻坚克难、舍我
其谁”的龙井精神，坚
持高标准、高质量、高
效率的工作理念，锻
造行动快捷、立竿见
影的龙井速度开展三
大攻坚战、乡村振兴、
美丽乡村建设暨全域
旅游工作；以脱贫攻
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依靠党建引领
和乡村振兴战略两大
抓手，全力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项目服务、
产业培育、环境改善
和民生提质五大重点
任务。

目前，全乡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0.96
亿元，招商引资6亿
元，落地建设资金
1.58亿元，致力于建
设范山桃花村、洪山
海棠村、胡沟杏花村、
北雷梨花村、地塘蓝
莓村、南雷农业公园，
奋力打造“梦里水乡、
花果龙井”，开启乡村
全域旅游新征程。

走进平桥区龙井
乡村，映入眼帘的是
一幅幅和谐、幸福、文
明、奋进的美丽画
卷。良好的生态，优
美的环境，令人流连
忘返。

党建引领 助推乡村振兴

花花果果龙井
四里井水库

小龙虾养殖基地

北雷村美丽乡村示范点

2016年落户龙井乡北雷村的中合生态（信阳）有限公司

信阳生态环境最美乡镇候选单位 编号：007

关 注 大 河 信 阳
（dhxy0376），回复“乡镇
评选”，即可为您心中最
美的家乡投上一票。

洪山寺村的千亩海棠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