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擦亮美丽小山村

●● ●● ●●

五大理念五大理念 引领发展引领发展 ··光辉足迹光辉足迹

商城县：美丽与发展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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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巨成
本报通讯员 曾庆学 刘宏冰 杨绪伟

村是美丽的村。许多山间村落蓝天
白云，小桥流水，田园如画。

城是宜居小城。城区绿化覆盖率达
40%，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近 10平方米，
依山傍水，碧水穿城，绿树成行，桂花飘
香，一城山水满城诗。

县是全域公园。全年优良天数超过
300天，森林覆盖率达 56.7%，拥有全
国155个基本旅游资源类型中的64类，
资源单体达105个，有国家4A级景区2
家、3A级景区3家，一山一洞天，一水一
首诗，处处美景令人眼花缭乱。数百个
美丽乡村散落在山水田园之间，如颗颗
耀眼明珠熠熠生辉。

这里是地处大别山北麓的商城县，

山水旖旎多姿，革命歌曲《八月桂花遍地
开》在这里诞生。

“坚持走生态立县、科学发展之路，让
美丽与发展同行，是我们坚定不移的选
择。”窗含绿水，面对青山，谈起商城县的发
展，县委书记李高岭目光笃定，信心满满。

近年来，该县围绕“美丽乡村、文明
城镇、幸福商城”建设，持续强化生态保
护，改善人居环境，振兴乡村经济，让这
个集老区、山区、库区为一身的贫困县，
一跃成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县级城市”，
先后荣获“美丽中国·全国创新示范县”
“中国最美丽县”“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示范县”“中国健康宜居小城”“中国
深呼吸小城”“国家级卫生县城”“中国长
寿之乡”等众多殊荣，奏响了新时期乡村
转型发展的奋进之歌，描绘了一幅幅美
丽与发展同行的幸福画卷。

“走的是水泥路，喝的自来水，住的
是别墅房，卫生有人打扫，垃圾有人清
运，学校、超市、卫生室、文化站、宽带网、
有线电视一个都不少。做梦都想不到如
今咱农村人也能过上城市人的生活！”商
城县汪桥镇河铺村毛冲组的方同英激动
地告诉笔者。

金秋时节，走进河铺村，错落有致的
精巧民居有序相连，一条条宽敞整洁的乡
间水泥路直通农家小院。夜晚华灯初上，
文化广场上男男女女翩翩起舞，孩子们快
乐地追逐嬉闹。偶有清风徐来，花香四溢。

“以前这里是‘垃圾靠风刮、污水靠
蒸发，家里现代化、屋外脏乱差’。”谈起
村里今昔，河铺村老支书肖德银感慨万
千，“这都是美丽乡村建设带来的变化。”

商城县是个农业大县，如何让近50
万的农村人口享受到发展红利、提升幸
福指数？商城县给出的回答是：从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入手。

2013年以来，该县积极响应党中央
“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
的号召，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关于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的决策部署，
率先在全省开展了美丽乡村建设工作，
并适时提出“美丽乡村、文明城镇、幸福
商城”建设目标。

以县财政预算为主，结合群众自筹一
点、项目整合一点、社会捐赠一点、市场化
运作一点，该县五年来累计投入资金7亿
多元，在全县所有村庄实施以“三清”（清
洁家园、清洁水源、清洁田园）“三保”（保
住房安全、保饮水安全、保用电安全）“五
化”（绿化、美化、净化、硬化、亮化）“五改”
（改水、改厨、改排、改厕、改圈）和“两处
理”（垃圾处理、污水处理）为主要内容的
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建立农村环卫保洁队
伍，实施垃圾定点清运处理，配套建设公
共服务设施，刷新了乡村的“颜值”。

“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不搞大拆
大建，我们一般都是变废为宝，修旧如旧，
目的就是在城镇化进程中留住乡情的寄

托！”商城县委农办主任汪鋆指着示范村
里用老瓦旧砖砌筑的池塘护栏，以及石磨
石磙石窑等老物件拼摆的休闲桌椅说。

该县严格按照产业、村庄、土地、生
态环境和公共设施“五规合一”的要求，
着力构建优质高效的生态经济体系、舒
适宜居的城乡环境体系、协调持续的资
源保障体系、特色鲜明的生态旅游体系，
倡导民居因势因地而建，实现一村一规、
一村一景、一村一韵，89个村庄成为像河
铺村一样步步有风景、处处吸引人的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规划建设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达标村 179个，精品示范
村组496个。

推进环境、产业、素质、管理“四大提
升工程”，保持乡村的农耕之美、田园之
美、自然之美、传统之美，着力打造乡情
可依、乡愁可寄，既有现代文明，又有传
统文化的美丽乡村。有6个村列入中国
传统村落名录，6个村列入第六批河南省
历史文化名村，9个镇村入选“省美丽乡
村建设试点”。

“一月一观摩、一月一督查、一月一排
队”，建立健全督导检查、奖惩激励、联动共
建等工作机制，以常态促长效，切实为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工作创造条件、提供保障。

将村规民约和家风家训融入乡村精
神文明建设，开展星级文明户评选活动，
美丽乡村建设不只是改善了村民的生产
生活环境，更重要的是培养了村民良好
的卫生习惯，激活了一度沉睡的乡村。

“依山傍水，瓦房几间，朝也安然，暮
也安然……晚归妻儿话灯前，古也谈谈，
今也谈谈；安民政策喜心田，如今娱乐在
人间，不是神仙，胜似神仙。”1982年，商
城县农民王驾远这首诗曾刊登在《人民
日报》头版，引起强烈反响。

“美丽乡村是我家，门前栽树又种
花，环境优美人长寿，农村不比城里差。”
如今，看着越变越美、风景如画的村子，
赤城街道办事处培山村程老湾组 70多
岁的村民熊作海也感慨作诗。

一弯碧水穿城过，十里青山半入城。
美的不仅仅是农村，走进商城县城区，

公园是绿的，街道是绿的，社区是绿的，绿
树映衬下的鲇鱼山湖、铁佛寺水库、陶家
河、东叉河，也是绿的。

该县持续放大生态资源优势，围绕“如
画商城、养生福地”的发展定位，让全县青
山常在、清水长流、空气常新，叫响了“全域
大公园”的品牌。

位于县城西侧的崇福公园，是豫南独
有的集亭台楼榭、山水园林于一体的开放
式公园，采用了建小亭、点峰石、凿水池、绕
围廊等传统造园手法，并辅以栽植各种树
木花卉和地被植物，见缝插绿，被游人称为

“豫南版苏州园林”。
崇福公园的前身，是一片荒芜的坡地

和垃圾充斥的大塘，因靠近城中心，地理位
置极佳，不少开发商看中了这个黄金地段，
纷纷找上门请求招标做房地产开发。商城
县克服财政压力，毅然决定建一个开放式
的公园，提升城市品位，满足市民休闲要
求。同时，还先后重点打造了滨河公园、文
化广场，治理美化了东叉河，为构建山水园
林城市增添了一道道美丽的景观。

“这个公园建的好，俺们早上锻炼身
体，晚上跳广场舞，很热闹！”市民管建华闲
暇的时候，都会和大伙儿一块到崇福公园
晨练，呼吸新鲜空气，打打太极拳。

把优良的生态作为幸福商城的物质基
础，将优化生态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该县
始终秉持绿色的政绩观，让生态文明理念
融入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和各领域，实现
了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该县严格实施禁采、禁伐、禁运“三禁”
措施，开展蓝天、碧水、乡村清洁工程和“环
保亮剑”行动，全面落实“河长制”“路长
制”，稳步推进生态县创建工作，成功创建

省级生态县和国家级生态乡镇1个、待命
名5个，省级生态乡镇14个、生态村22个，
市级生态村266个。

加大天然林、自然水系、灌河湿地、野
生动植物保护力度，大力实施退耕还林、植
树造林、廊道绿化、生态能源林建设和林业
生态建设等生态涵养工程，保护生态系统
的完整性，筑牢生态屏障，被纳入国家重点
生态功能区的“大别山水土保持生态功能
区”之中，是全国首批低碳国土实验区，被
评为全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先进县、
全省绿化荒山第一县。

大力实施“三五”工程和标准化粮田
“百千万”工程，推广配方施肥、秸秆还田、
生物治虫、保护性耕作等农业实用技术，加
快粮油、茶叶、油茶、中药材、食用菌、无公
害蔬菜等生态示范园和标准化产业基地建
设，发展生态农业。

“在产业引进方面，严格落实环保准入
评议制度，严防高耗能高污染、产能过剩和
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严防国家明令禁止
的‘十五小’‘新五小’项目落户。”该县环保
局一名负责同志告诉记者，通过加强环保
设施建设，已建成污水处理厂10个，潜流
式污水处理系统25处，联户式小型人工湿
地污水处理278处。

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一个集山水休
闲、体育健身、乡村体验、养生度假、宗教朝
拜于一体的综合性、复合型的全域大公园
正强势崛起，商城正成长为具有国内知名
度的生态宜居城、休闲度假城、健康养生城
和乐游幸福城。

“‘全域公园、绿色发展’，通过转变发
展方式，发展生态经济，强化生态环境保
护，弘扬生态文化，商城县探索出了一条农
业县区实现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之路。”该
县县长周哲如是说。

山要绿起来，人要富起来，绿水青山是
商城县的最大优势。通过将生态优势转化
为发展优势，该县的“美丽经济”获得蓬勃
发展，成为富民强县的“绿色钥匙”。

“生意好得很，旺季每天的流水有一万
多元。”该县七里冲村的李延谋原来在苏州
做企业，前年回到家乡后投资200余万元，
在水塘上建起了一座江南风情的水上餐
厅。他说：“这几年，村里搞美丽乡村建设，
发展乡村旅游，我觉得这是个好机遇。当
时我要回家发展，很多人都反对，可现在你
看，这里每天外地客人一批接一批来，咱们
村里不少人都把家里的小院翻建开起了农
家乐，发起了‘旅游财’。”

积极谋划全域休闲观光旅游，重点发
展度假养生旅游，突出生态探险旅游和乡
村体验旅游，“山、水、泉、寺、渔、养、种”等
特色资源日益丰富，“吃、住、行、游、购、娱、
文、疗”等旅游要素更加完备，形成了以“黄
(黄柏山)金(金刚台)汤(汤泉池)观(观音山)”
四大景区为依托，以美丽乡村建设为载体，
以乡村旅游为抓手的大旅游发展格局。一
批生态型、循环型、观光休闲型现代农业示
范园带动发展的农家游、休闲游、民俗游、
山水游，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

2016年全年，商城县共接待游客420
余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约 26.6 亿元，旅游
从业人员 7000余人，间接带动近 10万名
群众就业增收致富。

统筹实施生态农业品牌带动工程，初步
形成以山信为农头的“优质稻米产业化集
群”，以其鹏、茗阳茶业等为农头的“茶叶产
业化集群”，以商大油脂、长园野生茶油等为
农头的“植物油产业化集群”和以商城医药
总公司为农头的“中药材产业化集群”四大
集群体系，以商都养殖为农头的“豫南养殖

产业化集群”也正在不断培育壮大，全县农
业产业化进程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

以“多彩田园”和美丽乡村建设为载体，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该县探索
实践“扶贫开发+基层党组织建设+合作经济
组织+美丽乡村建设”的“四位一体”扶贫模
式，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成功撬动了
农村经济发展的杠杆，保障了基层民生。2011
年以来，全县累计脱贫85个村、8.7万人。

好山好水、故乡情怀，也吸引越来越多的
外出成功人士回归故土、创业办厂、回报桑
梓，吸纳本县及周边近4万人在家门口就业。

该县围绕绿色食品、新型建材、能源、
生物制药等制造基地建设，共培育省及省
以上著名商标 9个、省优产品 17个、省级
及省级以上无公害农产品 7个、原产地标
志产品5个，20多家企业分别取得GMP、
IS09001、HACCP体系认证。

目前，该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展到
92家，涌现出了山信粮业公司、开源环保
公司、中原制鬃公司、詹氏蜜蜂园公司、长
园野生茶油公司等一批龙头企业，有13家
企业在中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展示，并依
托证监会“绿色通道”直通车政策，引进了
2家拟上市企业入驻。2017年 1至 6月，
商城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完成19.6
亿元，增速6.3%，居信阳市第一位。

最美生态，醉美商城；如画乡村，幸福
之城！

“持续放大生态优势，逐步把商城建设
成为生态环境优美、村庄布局合理、村容村
貌整洁、产业支撑有力、公共服务健全、乡
土文化繁荣、人民生活幸福的‘宜居宜业宜
游’的美丽幸福之城，让群众越来越有‘获
得感’，是我们的终极目的。”谈及未来，李
高岭充满信心。

2 打造全域大公园

3 发展生态绿经济

东城绕翠美如画

小城夜色迷煞人

梦里水乡是我家 余登祥 摄

里罗城内秋色艳

山村秋韵农家乐 廖煜 摄

黄柏山上春光美

秀美商城如画廊秀美商城如画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