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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十周年

镇村干部赴新乡先进群体集中培训中华梦幻谷

●● ●● ●●

韩庄镇坚持党建统领，紧紧围绕县委
“1551”发展战略，以全面加强“五风”建设
为主线，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大力
弘扬“忠诚、实干、担当、奉献”的汤阴精神，
克难攻坚，奋勇争先，实现了经济社会科
学、持续、快速发展。先后荣获“全国文明
村镇”“河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河南省百
强乡镇”“河南省生态乡镇”等荣誉。

工业主导壮大实力

近年来，韩庄镇积极解放思想，转变观
念，审时度势，咬定建设“工业强镇”目标不
放松，大力实施招商引资外来资本带动战
略，先后引进了亚新钢铁、华洋针织、睿恒
数控等一大批科技含量高、无污染、产品附
加值高、市场前景好的工业项目落户韩庄。

外地客商为何如此垂青韩庄？韩庄
镇坚持以优化环境为抓手，靠优质服务招
商。在硬件建设上，先后投资 1亿元,进
一步完善了镇域范围内的水电路气通讯
等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了基础完备、环境
最优的发展“洼地”。在软环境上，建立了

“绿色服务通道”，构建了从项目引进、报
批、建设到投产的全程跟踪服务体系，努
力打造零障碍、低成本、高效率的服务“高
地”。2017年全镇生产总值完成 274298
万元，同比增长 14.4%；财政一般预算收
入完成26665万元，同比增长12%；农民
人均纯收入完成 15522 元，同比增长
9.5%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完 成
290488.7万元，同比增长 10.8%；固定资
产投资完成 347890.5 万元，同比增长
13.5%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完 成
15512.4万元，同比增长11.2%。

生态农业激发活力

韩庄镇西部为丘陵地区，土壤贫瘠，
农业设施落后，经济发展明显滞后。如何
实现农业增产增效，促进农民致富增收？
韩庄镇坚持把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特
色农业作为富民增收的第一要务，按照

“规模经营、打造品牌，提质增效、融合发
展”的工作思路，依托汤河国家湿地公园
优势，通过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和吸引社
会资本，大力发展以菌菜林果、生态观光
为主的现代农业产业。目前，全镇规模流
转土地 3万亩，建成以滨河农庄、三禾农
庄为代表的集林果种植、休闲采摘、农耕
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农林示范园区 31家，
带动周边 2000 余名农村富余劳动力就
业，实现了三季有花、四季有果，把昔日的
荒山坡、穷山沟打造成了今天的“花果山”

“聚宝盆”。

城镇建设增添魅力

韩庄镇紧紧抓住汤阴县汤北新城区
建设的有利时机，紧扣“生态幸福城、文化
智慧都”的城市定位，严格按照“城乡一
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彰显
特色”的发展思路，先后建成韩庄社区、云
光社区、光明社区 3个农村社区，实施了
农村道路户户通、天然气入户、污水处理、
垃圾处理、厕所革命等人居环境工程，大
大改善了农民群众的居住环境。光明路、
向阳路、御路、人和路等10余条城市道路

相继建成，城市公交相继开通，云轨交通
正在施工，“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正在形
成，城市品位明显提升。

五风建设催生动力

韩庄镇突出加强“严党风、抓政风、淳
民风、正村风、美家风”的“五风”建设，通过
开展“支部规范化建设年”活动，邀请市县
党校老师入村巡回宣讲、文艺宣传队宣讲，

“韩庄党建”“智慧党建”等信息平台宣讲，
“三会一课”“知识竞赛”“演讲比赛”宣讲，
“农民夜校”“专题培训”宣讲等多种形式，
将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到每个支部每名党
员群众，进一步统一思想、凝神聚力。通过
实施“一旗（党旗）一徽（党徽）一树（党员承
诺树）一廊（党建长廊）”工程，进一步营造
浓厚党建氛围。积极开展感动韩庄人物、
星级文明户、优秀共产党员、好儿媳、“岳乡
榜样、汤阴模范”等先进人物评选活动,进
一步巩固全国文明村镇荣誉。

民生惠众集聚合力

韩庄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每年投资近1亿元，集中财力、人力、物
力，突出办好精神文明、精准扶贫、道路交
通、人居环境、教育提升、卫计改革、社会保
障等十件民生实事，着力改善人民群众生
产生活环境，切实增强群众幸福感、获得
感。

风正劲足，图谋大业。勤劳、智慧的
韩庄人民，将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
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1551”总体工作
思路，团结带领全镇干部群众，大力弘扬

“忠诚、实干、担当、奉献”的汤阴精神，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凝神聚力，奋勇争先，
努力加快“美丽韩庄”建设，为打造“自信
自豪幸福汤阴”作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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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营镇总面积38.91平方公里，辖26
个行政村，人口3.8万人，耕地4.1万亩，汤
阴县产业集聚园区位于镇域内。2018
年，白营镇以汤阴县“1551”理念为指引，
以党建为引领，带动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
展，为建设智慧文化都，生态幸福城作出
了积极贡献。该镇先后被评为全省经济
社会综合实力百强乡镇、省级生态镇、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优秀镇、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考评优秀镇、大气污染防治攻
坚先进单位、市级文明单位。

智慧党建聚人心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去年以
来，白营镇党委坚持“抓党建促发展，以发
展强党建”方针，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努力实现党建工作与经济
社会发展同频共振。

2017 年，该镇加强对 26 个村党支
部班子及 61名村级后备干部培养，提升
了村级干部的思想觉悟；同时积极吸收

“双强”型人才进入党员队伍和“两委”
干部队伍，壮大村级干部力量；并定期
对各支部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与村类别
划分、干部工资直接挂钩，提高干部工
作积极性。

该镇还利用聚焦白营、微信、微博等
智慧党建平台，发布中央、省、市精神和党
章、党规等内容，方便党员干部学习、交
流。同时，该镇党建工作还与“五风”建设
相结合，机关抓作风，激发干部干事创业
热情，提升干事效能；村内树榜样，评选、
宣传“白营榜样”事迹，鼓励党员、群众学
习。2017年，白营镇共举办培训 17次，
培训党员干部 2107人次，班子成员带头
讲党课 45场，在镇域内形成了浓厚的学
习氛围。大付庄村、西木佛村、西隆化村
等村打造为全镇党建示范点，树立标杆，
带动党建工作整体提升。

综合实力上台阶

去年，白营镇生产总值预计完成
34439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6%；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预计完成260170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32.4%；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预计完成17260.8元，较去年同
期增长11.7%；5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
资预计完成 47.8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55.2%；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额 预 计 完 成
1731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6%。

一是招商引资成果丰硕。2017年，
全镇完成招商引资总额53.18亿元。签约
亿元以上项目有2个：投资3.36亿元的永
新化学二期项目，投资1.6亿元的河南倍
佳食品有限公司项目。二是重点企业相
继落地。2017年，白营镇新建项目5个，
总投资 9.5 亿元；续建项目 8个，总投资
31.2亿元。项目最多的时候，该镇同时成
立了7个工作组，服务项目建设。三是支
持企业转型升级，召开转型发展攻坚企业
座谈会，集思广益，促进企业转型提质增
效。科伦药业、利康生物染料分散剂等工
业扩量提质转型项目进展顺利。

同时，白营镇还抓项目建设，致力经
济持续增长。一是坚持围绕食品、医药两
大主导产业，强力推进招商引资工作。确
保完成招商引资任务。二是强化服务发
展意识，为企业保驾护航，尽快形成新的
税源和经济支撑。2018年，白营镇经济
工作开局良好，力争税收稳定增长10%。

农民夜校火起来

自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白营镇响应
县委、县政府“贯彻十九大 全民大学习”
号召，把“五风”建设融入其中，在全县首
创农民夜校学习模式，并组织农民参加党
的十九大知识竞赛，全县首家成立“五风”
监督评议理事会，推出好人好事积分兑换
制度，农民夜校搭建的平台创新了农村教
育培训方式，为践行乡村振兴战略开创了
新路径。

在中央、省、市媒体“新时代、新气象、
新作为”集中采访中，以北陈王村为主角
的《唱支村歌给党听》《农民夜校“线上线
下”聚人气》《“好人好事积分”让好事“成
风”》《“明星村”里的明星老汉》等新闻先
后登上央视《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经
济日报》《河南日报》《安阳日报》等媒体，
全国各大网站纷纷转载，北陈王村成了远
近闻名的“明星村”，中宣部、省文明办领
导多次前来视察，域外村镇的干部也争相
到北陈王村学习先进经验。

如今，在“明星村”的带动下，农民夜
校火了起来。截至目前，全镇 26个行政
村的农民夜校共开课1300余场，参加人
数达 50000 人次，调解矛盾纠纷 300 余
起，解决村内大小事务200余起，全镇成
立“五风”监督评议会 26个，讲解实用技
术 2000 余次。农民夜校引发“蝴蝶效
应”，村民素质提高了，干部作风转变了，
干群关系更加融洽，村民自治更有生命
力，激活了村民带富致富的干劲儿，农民
夜校成为培养新型农民的摇篮，文明新风
吹遍白营大地。

“五风”吹来新风尚

为充分发挥先进群体的引领带动作
用，去年，汤阴县白营镇组织该镇“白营
榜样”及其家属到岳飞庙进行参观。“白
营榜样游汤阴”活动成为该镇全面推进

“五风”建设的一个缩影，在全镇范围内
营造出关爱榜样、学习榜样、争做榜样的
浓厚氛围。

白营镇高度重视“五风”建设，2017
年累计投资 70余万元，打造“五风”建设
示范村 5 个，设立“五风志愿服务站”3
个，修建了大付庄村、西隆化村文化大礼
堂和宣传长廊。全镇 26 个村均设立了

“五风”评议监督理事会和好人好事光荣
榜。先后举办了白营镇首届民俗文化
节、广场舞大赛、“党的十九大知识竞
赛”、元旦晚会等活动，丰富了群众文娱
生活，弘扬了民俗文化。该镇还评选推
介了“白营榜样”，树立模范典型，引导群
众积极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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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阴县白营镇 汤阴县韩庄镇

擦亮“党员承诺树”

三禾农庄大丰收

镇党委书记利用“农民夜校”入村上党课

农民夜校 本文图片由白营镇提供

白营镇主要领导和白营榜样合照
全家福

碧桂园

□贾丽丽

在汤阴县城东六公里

处，美丽的汤河和羑河边，

这里有距今2000多年的

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晚期

龙山文化遗址，石武高铁、

京港澳高速公路、302省

道纵横交会于此，形成双

十字架交通枢纽。厚重

历史与新时代碰撞出的

火花，激励着这里的开拓

者用奋斗的精神去创造

幸福生活，这里就是拥有

千年文明历史的全省百强

乡镇——白营镇。

□文/傅培谋

韩庄镇位于汤阴

县西北部，从北西南

三面环绕汤阴县城，

京广铁路、107国道纵

贯南北，晋鲁豫铁路、

302 省道横穿东西，

南水北调中线干渠、

汤河、羑河穿境而过，

国家AAAA级旅游景

区——羑里城和汤河

国家湿地公园坐落境

内，交通区位优越，文

化底蕴深厚，自然资源

丰富。全镇区域面积

66.59平方公里，共辖

33个行政村，5.1万口

人，5.1万亩耕地。

汤河国家湿地公园汤河国家湿地公园 本文图片由韩庄镇提供本文图片由韩庄镇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