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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观察记者 郭戈 左易和 王风娇

一个月前，由省委宣传部、省文

明办、省委农办、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等共同主办的2018河南乡村振兴

论坛暨“河南最美乡村”建设经验交

流会在焦作市温县召开。鹤壁市鹤

山区姬家山乡东齐行政村王家辿村

入选2017“河南十大最美乡村”名

单，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能

从全省数千个村庄中脱颖而出，王家

辿村“美”在何处？日前，本报记者深

入该村进行了采访。

地方传真

鹤壁强化培育扶持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本报讯（鹤壁观察记者 郭戈 王风娇）记者 12
月 5日获悉，鹤壁市日前正式出台了《关于加快构建
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施意见》，将
在基础设施建设、用地政策、财税政策等方面加大
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扶持力度。

目前，鹤壁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呈现出发
展日趋加快、领域不断扩大、层次逐步提高、机制不
断创新的特点——合作社、家庭农场新注册数量每
年 100家左右；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种类由
原来的少数农产品发展到涵盖种植、养殖、加工、服
务、休闲观光等多产业、多类型；由农民松散的联合
逐步向较为紧密的合作转变，由小面积、小规模经
营向逐步建立生产基地、专卖店、网上交易等集约
化经营转变；鹤壁市积极引导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结成紧密利益联结关系，建立信息互通、资金互
通、资源共享、利益均沾的利益共同体，共培育浚县
中鹤优质小麦农业产业化等6家联合体。

针对目前鹤壁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特
点，鹤壁市农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农业部
门将在加大对经营主体培训力度的同时，鼓励经营
主体拓展营销市场，引导经营主体完善利益联结机
制，指导经营主体提升规范运营水平，多措并举，深
化做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扶持工作，为鹤壁
市农业现代化发展贡献更大力量。9

第一书记为农产品代言
本报讯（鹤壁观察记者 王风娇 通讯员 邓少华）

12月 1日，鹤壁市举行首批“乡村发言人”受聘仪式
暨第一书记派驻村特色农产品推介会。12位“乡村
发言人”现场接受聘书，85个第一书记派驻村的近
百种农特产品参加了推介。

据悉，“乡村发言人”的工作理念是传思想、传
政策、传文明、传文化，助推乡村振兴，助力农民致
富。首批受聘的“乡村发言人”全部为派驻到各村
的第一书记，他们将用接地气的方式宣讲科学理
论、文明新风、党的政策，不断传递党的声音到基
层，还负责对外推介特色农产品、文化产品、旅游产
品，着力讲好“一村一品一故事”。

推介会现场，小米、核桃、柿饼、桑葚干、玉米糁
等近百种特色农产品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购买。
大家对这些纯天然的“土货”青睐有加，又对第一书
记为农特产品代言的行为赞不绝口。9

鹤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集中销毁问题药品

本报讯（鹤壁观察记者 王风娇 通讯员 郭志
强 熊森）12月 6日，记者从鹤壁市食药监局获悉，该
局日前在鹤壁市医疗废弃物处置中心对行政处罚案
件中没收的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进行集中销毁，
共销毁药品18162盒，医疗器械、化妆品830件。

据悉，本次销毁的物品是自2015年以来，鹤壁市
食品药品稽查支队药品稽查大队在行政处罚案件中
依法没收的存在非法渠道购进、超过有效期或保质期、
不符合质量标准规定等问题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
品。在现场，执法人员对待销毁物品进行无害化处理、
毁形、深埋，并对销毁过程进行全程记录。9

王家辿村凭啥入选王家辿村凭啥入选
““河南最美乡村河南最美乡村”？”？

□鹤壁观察记者 王风娇 通讯员 牛蕾 孙伟民

12月 5日，鹤壁市迎来了今冬第一场雪，雪花
飘落在淇滨区金山办事处许沟村的青石小巷和蜿
蜒流水里，此时的美景让人很难想象到之前该村污
水横流、垃圾乱堆的样子。

许沟村位于淇滨区金山办事处西部，全村共
199户 896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3户 3人。如何
在改善村内环境的同时将扶贫政策落实到位，进而
解决贫困户的就业问题，一直是村“两委”的努力目
标。

许沟村党支部书记郑爱军介绍，近年来，淇滨
区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独特的自然景观，在改善人居环境工作方面不
断加大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累计投资 1000余万
元，在该村打造了“一园两廊”（即罗贯中隐居地生
态文化游园，三国文化、白蛇传文化两条长廊）。
同时，大力开展村容村貌治理，优化人居生活环
境。截至目前，共实施绿化 9000平方米，综合整治
村内河道 500余米，建设垃圾压缩站和污水处理厂
各一座。

昔日的“臭水沟”如今已变成亮丽的风景线，村
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亦不断提高。目前，许沟村在
积极发展旅游业的同时，正探索发展制酒、农家乐
和药食养生等特色产业，一条“斩穷根”的脱贫致富
路正徐徐铺开。9

毫不夸张地说，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
的“晴雨表”，既关系到乡村振兴的文明程
度及质量、水平，又关系到农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群众满不满意、幸不幸
福，是乡风文明程度最直接的体现。

近年来，鹤山区积极支持王家辿村建
设文化广场、村民活动室，开展人居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并对符合条件的古民居和古
建筑进行修缮，在维持古村落风貌的前提
下不断提高观赏性；同时，全面提升新农村
旅游形象，建设王家辿农耕文化博物馆，开
发“小农生活”“农耕农具”“辿里中医”等特

色农家小院，形成不同主题、风格各异的文
化展馆；此外，积极开展文化活动、评树先
进典型、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培育文明
村风，持续营造人心向党、积极向上、务实
向善的良好精神风貌。

省旅游协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毅
兵认为，充分发挥人文自然资源优势，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不仅有利于推动农村

“两个文明”建设发展，促进乡村环境面貌
和精神面貌改善；还可以扩大就业渠道，
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保护生态环境。王家
辿村近年来的发展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

例子，该村入选“河南最美乡村”可谓实至
名归。

乡愁在，人生尚有来处；记忆在，乡情
仍有归途。如今，不断变得“更美”的王家
辿村又陆续荣膺“中国最美休闲乡村”“中
国乡村旅游模范村”“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村”等殊荣。古朴厚重的石屋村落、风光旖
旎的洹河峡谷与生机勃勃的特色产业交织
杂糅在一起，形成了一幅“望得见山、看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留得住乡情”的新农村
画卷，吸引着一波又一波游客前来一探究
竟。9

□鹤壁观察记者 郭戈 左易和

初冬时节，淇水自鹤壁市淇滨区上峪乡
桑园村边迤逦而过，灰瓦白墙的仿古民居连
甍接栋，呈现出一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动
人画面。对于桑园小镇的群众来说，这样的
美景不仅赏心悦目，还“流金淌银”，铺就了
一条别具特色的致富之路。

桑园小镇所在的桑园村曾经是省级贫
困村。2016年，淇滨区依托当地秀美的自然
风光，按照“旅游公司+贫困户”的运作模式，
通过招商引资，在桑园村高标准谋划了总投
资5亿元的旅游度假小镇项目。桑园小镇建
成后，不仅实现了当地贫困人口在家门口就
业，还在“爱心超市”开设贫困人口特色农产
品及手工制品销售窗口。当地 37名贫困群
众参与景区配套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年均
增收 1.8 万元，桑园小镇亦成为鹤壁乃至全
省旅游扶贫项目的经典范例。

这是近年来鹤壁市旅游扶贫工作走在
全省前列的小小缩影。围绕“一群一带”发
展格局，该市将旅游扶贫列入全市“十三

五”旅游产业发展规划，通过创新“景区+”
“旅游公司+”“基地+”“合作社+”四龙头发
展模式，将乡村旅游发展与精准扶贫紧密
结合，全域旅游活力不断释放，旅游发展业
态不断创新，一大批乡村旅游点陆续得以
激活。

鹤山区姬家山乡西顶村地处太行山腹
地，近年来该村依托康元公司大力发展乡村

旅游，积极开发特色旅游商品，先后流转房
屋百余间，修缮装潢10多个石屋院落作为客
房，流转贫困户土地 30余亩种植樱桃、葡萄
等果树发展观光农业。同时，该村积极帮助
贫困户销售小米、花椒、柿饼等农产品，多措
并举与贫困户建立利益链接机制，持续带动
村民脱贫增收。

鹤山区姬家山乡狐尾沟村组建农民合

作社，贫困户参与入股经营，每户年均保底
收入 2万元；山城区石林镇鹤鸣湖景区在生
态长廊为贫困户设置农副产品销售摊位近
50 个，发展旅游的同时亦带动了贫困户脱
贫增收……

鹤壁市旅游局局长张涛介绍，为了让
更多贫困群众共享旅游“红利”，鹤壁市创
新乡村旅游经营方式，鼓励农民以资产、
资源参与经营，让贫困群众获得稳定收入；
景区周边的贫困村依托景区市场开办农家
乐，深入挖掘旅游服务资源；此外，景区
从业人员的招聘亦优先考虑周边的贫困
群众。

如今，旅游产业凭借其强劲的“造血”功
能和巨大的带动作用，已成为鹤壁市精准扶
贫的重要支撑。截至目前，鹤壁市通过大力
发展乡村旅游，直接带动 2157户 6619名贫
困群众顺利脱贫。

“当广大群众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主
体，并分享发展的红利，旅游扶贫必将成为
鹤壁市脱贫攻坚强劲有力的‘助推器’。”张
涛说。9

鹤壁市食药监局没收药品销毁现场

淇滨区

精准施策助力脱贫攻坚
鹤壁：让精准扶贫搭上“旅游快车”

美丽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得以落
地的主要载体和关键抓手。王家辿村的乡
村振兴之路，正是一条通往美丽乡村梦想的
道路——

绿树掩映的小巷幽静整洁，古朴厚重的
民居井然有序，完善齐备的基础设施良好运
转……走进王家辿村，记者感受最强烈的是
由“衰”转“兴”带来的新气象与新风貌。

近年来，立足辖区旅游资源优势，鹤山
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密切贫困户利
益联结机制，将旅游与扶贫深度融合，以乡
村旅游助推脱贫攻坚。按照这一目标，该
区积极支持王家辿村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
展优势，定位“休闲旅游型美丽乡村”为新
农村建设总基调，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
打造天蓝地绿水清人和的美丽乡村。

——人居环境不断改善。鹤山区积极
争取相关部门支持，在王家辿村实施饮用
水改造项目，提升人畜用水及游客接待用

水条件；加强电网建设，改善通信条件；加
强内外交通道路尤其是农忙路建设，保障
旅游交通和农业生产交通条件；建设垃圾
填埋场，完善村内垃圾收集处理环节，保障

旅游村落环境卫生。
——旅游服务品质有效提升。与美丽

乡村建设、传统村落建设、文物保护修复工程
等相结合，鹤山区持续强化王家辿村旅游配
套服务设施建设，优化游览道路、停车场、标
识标牌等交通服务体系，提升旅游接待能力
和接待条件；加强旅游人才培养，提高从业人
员整体素质，不断夯实乡村旅游发展根基。

“路宽了、灯亮了，游客也越来越多了，
村里的每一点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乐在
心里！”76岁的村民王伏芝笑着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鹤山区累计投入资金 1000
余万元，在王家辿村修建、改造旅游道路
20余公里，增设安全墩200多个、安装灯笼
40余盏。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人居
生活环境亦不断优化，王家辿村的美丽乡村
建设阔步迈入新常态。

左图 游客戏洹水 资料图片

兴办优势产业是振兴乡村经济的关键
和基础，因地制宜，发挥特色优势，兴办高
效产业，才能持续加快乡村振兴进程。

积极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生态发展理念，近年来，鹤山区立足生态资
源禀赋、特色农业产业和人文旅游产业等
基础条件，精心打造以王家辿村为核心的

“北斗七星”传统村落群旅游带，通过打造
重点乡村旅游景点，带动农村生产、生活、
生态全面改善，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找
到了产业“抓手”。

——深入挖掘旅游服务资源。利用贫
困户闲置房屋院落及生产生活条件，王家
辿村将闲置资源转化成为农家乐等旅游服
务资源。该村现有一定规模的农家乐 8

家、具备就餐住宿接待能力的农户 20 余
户，床位达 200 多张，基本形成了家家参
与、人人帮忙的良好接待服务氛围。通过
发展农家乐、接待自驾游等游客吃住，共安
排 60多位村民就业，年人均收入达万元以
上，形成了“美丽乡村+生态旅游+农家乐+
务工”的脱贫模式，带动脱贫效益明显。

——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产业。叶肥味
浓、营养丰富的王家辿村特产红油香椿一
直是历代皇家贡品。受地理位置限制，长
期以来，村民需要赶着驴车、挑着担子走上
百里山路去附近城区售卖。依托乡村旅游
带来的大量人气，鹤山区连续举办了四届

“东齐香椿节”，使这一舌尖上的美味再次
为游客所追捧，极大提高了特产知名度，也

解决了以往的销售难题。
“以前我起早贪黑卖香椿，一年也赚不

了多少钱。现在别说香椿不够卖，核桃、鸡
蛋也经常被游客一抢而光！”乡村旅游的发
展让村民李明荣尝到了甜头，除售卖农产
品外，她还和丈夫为游客提供乘坐驴车等
服务，每年可增收逾6000元。

鹤山区旅游文物局局长陈爱琴介绍，
香椿销售走旺使村民的年均纯收入提高了
近 40%。为进一步提高产品附加值，今年
以来，鹤山区在东齐村扩大种植600亩，又
投资 25万元为王家辿村引进了香椿深加
工生产线，计划真空包装后销往超市和大
型商场，每年预计可加工香椿近 3万斤，每
斤附加值提高近3元。

摄影师到施家沟村采风 张璐 摄

地处古水洹河畔、太行山腹地的王家辿村，
是鹤壁市鹤山区姬家山乡东齐行政村的一个深
山区自然村。该村始建于明朝，现存100多座青
石构建的石屋，被誉为“太行山山村风俗博物
馆”。几个世纪以来，由于交通极其不便，这座小
山村近乎与世隔绝，保留着最传统的生产生活方
式。2013年以来，该村先后被评为“中国传统村
落”“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就是这样一
个“宝贝疙瘩”，虽坐拥绿水青山，却限于种种客
观原因，迟迟走不出贫困、落后、残破的困境。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农
业农村的发展进入了更高水平与新的阶段，党的
十九大将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国家战略提到党和
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极大提高了农业
农村发展的标准，并被赋予了新的时代要求——

“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
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为中
国广袤农村发展和亿万农民实现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擘画了新坐标、描绘了新蓝图，也为无数像
王家辿这样的小山村带来了变革与机遇。

王家辿村远景 资料图片

1000
余万元

鹤山区累计投入资金
1000余万元，在王家
辿村修建、改造旅游
道路20余公里，增设
安全墩 200多个、安
装灯笼40余盏。

鹤山区投资 25 万元
为王家辿村引进了香
椿深加工生产线，每
年预计可加工香椿近
3 万斤，每斤附加值
提高近3元。

万斤

3

乡村之美 美在生态宜居

乡村之美 美在乡风文明

当广大群众成为乡村旅
游发展的主体，并分享发
展的红利，旅游扶贫必将
成为鹤壁市脱贫攻坚强
劲有力的‘助推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