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6日，在村民们热切期
盼中，中牟县“双优”“双带”
文化惠民演出团来到了
刁家乡付李庄社区，台
上，演员们唱念做打，
一招一式显功力；台
下，观众时而开怀大
笑，时而黯然神伤。

“我们要用 3 年开
展各类文化惠民活动
10000 场以上。”该县副
县长屈连武说，“双优”就
是优秀传统文化和优秀文化
作品，“双带”指的是带动传统文
化发掘传承，带动乡风民风改善。通过活
动，在不断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传播正能量
的同时，使中牟丰富的传统文化得到传承，
乡风民风日趋改善，文明素养全面提升。

据悉，截至目前，“双优”“双带”文化
惠民工程已在该县各村（社区）演出 650余
场，受益群众 70万余人次。“村里看戏、看
书、打球的人多了，打麻将赌博的少了，那
些戏教育大家要尊老爱幼，遵纪守法，勤
劳致富，踏踏实实过生活，好处多着哩！”
谈到“双优”“双带”文化工程带来的好处，
刁家乡农民深有感触。

为了鼓励更多更好的作品创作产生，中牟
县还投入专项资金设立了“潘安文学艺术创作
奖”和“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奖”，推动一大批舞
台艺术精品在中牟涌现。现代豫剧小品《拆迁
之喜》荣获省戏曲小品大赛一等奖；歌曲《人民
公仆》获文明河南作曲大赛一等奖；县演艺中
心创编的大型历史故事剧《中牟令》在河南省
第十四届戏曲大赛上荣获“河南省文华优秀
剧目奖”……一些作品已成为该县送文化下
乡的招牌曲目，深受群众喜爱和传唱。

“这几年是中牟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投入最集中、投资量最大、水平提升

最快的时期。”该县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局长王成立说，2016
年、2017年两年该县文化
事 业 经 费 实 现 了
148.8 %和 65%增幅，
均高于县财政收入同
期增长幅度。在资金
的有力支撑下，中牟
县把文化设施建设作
为构建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的基础，以三馆为
核心，以乡镇街道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为主干，以村（社
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农家书屋

为网点，加快构建十五分钟公共文化圈，
打通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如今，全县
建成的 216 个村级文化大院，274 个行政
村（社区）共享文化工程“村村通”、农家书
屋实现全覆盖。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的大幅提升，
不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群众活跃其间，更
提升了中牟美丽乡村的建设内涵，增强了
群众的幸福感。在晒谷场看戏农民的笑声
中，在小区妇女翩翩起舞的倩影里，在图书
馆看书学习孩子们专注的神情里，幸福之
花处处开放，文化之光普照心田。

发展人气不断提升，发展动能不断积
聚，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中牟已经开启都市田园新城建设的新
征程，我们有信心跑好这一接力棒，以创业
的精神、奋斗的品格、家国的情怀，让每一
位过往者感受到中牟的发展速度、让每一
位投资者感受到中牟的优质服务、让每一
位旅行者感受到中牟的独特魅力、让每一
位居住者感受到中牟的幸福温情！”展望未
来，中牟县委书记潘开名信心满怀。

巨轮已经起航，蓝图正在铺展，让我们
一起祝福这片美丽的土地！

老有所乐老有所乐

着眼于打造都市田园
新城的目标，中牟县近
年来加快发展休闲观
光农业、高新科技
农业和现代物流农
业，着力推进应用
物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等现代信
息技术，实现农业
科技化、智能化升
级，加快农业集约式
发展，转变农业发展方
式，有力促进了农民增收
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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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牟县统筹谋划偏远乡镇、中心镇、新市
镇、特色小镇和美丽乡村建设，研究制
订乡村振兴规划和三年行动计划，缩小
城乡差距，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
面提升乡村发展水平。通过做优旅游
特色村镇，培育出省级乡村旅游示范镇
雁鸣湖镇、省级乡村旅游示范村韩寨
村、休闲农业特色村姚家镇春岗和罗
松，打造出雁鸣湖镇朱固村、官渡镇十
里铺村、官渡桥村等美丽乡村；以“国家
农业公园·农业嘉年华”活动、“中牟西
瓜节”、“中牟雁鸣湖大闸蟹美食文化
节”、“中原草莓音乐节”等主题活动的
举办为载体，加强宣传推介，大打乡村
旅游牌，有力提升了中牟旅游的品牌形
象。

顺应发展潮流，坚守优质、安全、环
保的理念，中牟县深入推进农业品牌化

发展战略，大力实施“品牌
农业+高端配送”，逐步
建立起现代化种植、
规模化生产、追溯
化把关、网络化销
售的农业现代化
体系，进一步提升
了全县农业质量
效益和竞争力。借
助政策的东风，中

牟涌现出了一大批
“国字头”“省市级”农

业品牌和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产业集聚集群发展模

式的中牟·国家农业公园，龙头企业示
范带动发展模式的弘亿国际农业示范
园，新型农村综合体发展模式的万邦万
亩高端蔬菜生产示范基地等如雨后春
笋般蓬勃发展。

今天的中牟，主要农业经济指标多
年稳居郑州市第一位，位于全省前列，
先后被评为国家级无公害农产品生产
示范基地县、园艺产品出口创汇基地
县、河南省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县、无
公害蔬菜生产示范区等。拥有“牟红
牌”鲤鱼、“五洲绿源”牌西瓜、中牟大
白蒜等 10多种省级名牌农产品，其中
大白蒜已通过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认证，雁鸣湖的大闸蟹更是享誉省内
外。截至目前，中牟县已有 80多个农
产品获得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基
地认定面积达到40余万亩。农业品牌
化战略的实施有力促进了农村致富、农
民增收。

乡村旅游火爆乡村旅游火爆

走进中牟绿博 1号社
区，浓浓的现代化气息
扑面而来。一辆轿
车驶过大门，电子
设备自动扫描车
号，抬杆放行，无
须刷卡。社区楼
前的公告栏里，
一张二维码引人
注目，居民扫描关
注，即可获得各类
社区便民服务。社区
居民老史早上吃完早
饭，骑上电动车，从小区出
发，不到 10分钟，就到了南侧的海宁
皮革城，他现在是商场的电工，“相比以
前种地，这工作太轻松了。”在老史家所
在的区域，方特欢乐世界、建业电影小
镇、只有河南演艺公园等大批项目迅速
布局，农村正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为了让失去土地的农民尽快住进
新家，中牟县提前布局，加快建设安置
小区。老史就是当年拆迁、当年入住的
受益者。据悉，中牟县已实施安置区建
设项目 28个，在建安置房达 1380万平
方米，主体封顶 795万平方米，所有拆
迁群众安置房全部开工，2018年实现
3.8 万人回迁。从农民变市民，从乡村
到社区，中牟县的居民正在经历以往祖

祖辈辈都想不到的变化和惊
喜。

在郑庵镇春晖社
区，“田园”风光令人
惊喜。作为合村并
点的社区代表，春
晖社区由 4个行政
村合并而成。建筑
采用低层联排样式，
统 一 装 修 ，整 齐 美

观，自家小院还可种
菜种花。社区内的便民

综合服务大厅里，4个村的
村干部都集中在此办公，“以后

这里将设置更多服务，派出所服务，办
理养老保险、民政事务，寻求法律援助、
技术指导等都可在此实现，社区居民不
用走出社区，就可以像在城市一样办理
各类事务。”郑庵镇社区办负责人格外
自豪。

致力于城乡统筹发展，着力解决历
史欠账、提升百姓生活品质，中牟县把
社区建设作为加快城乡一体化的切入
点，加快提升和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同
时启动建设了192个社区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设施和商业设施项目，加快推进
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目前
已有162个项目竣工交付使用，百姓获
得感不断增强。

民生为本绘就“幸福底色”
中牟成功跻身全国百强县奋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启示录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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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在中牟县2018年经济社会发

展成绩单中，一组数据令人惊喜：投资 7.48

亿元，新建续建中小学11所，新增学位18510

个；投入 10多亿元，县乡两级医院基本实现

标准化建设；完成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非

遗展馆、农耕文化博物馆扩建及升级改造，接

待行政事业单位、学校、社会团体等 100家，

服务广大干部群众学生 8万人次；广泛传播

公益慈善理念，连续 4年募捐善款超 2000

万元，稳居郑州市各县区之冠，募捐总额超

9000余万元，开展各类慈善活动近千场次，

受惠群众近10万人次……

近年来，中牟县始终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

情做起，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在幼

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

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不断加大民

生投入，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县人

民，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月 5 日，走进中牟县官渡镇大马寨
村，只见平整的水泥路干干净净、家家户户
门口垃圾桶摆放整齐、一面面文化墙色彩
鲜艳……村民李新爱一早起来，拿着村里
专为每家配的小夹子，将垃圾分别投进家
门口的垃圾桶，塑料袋、矿泉水瓶一类放黄
桶；剩菜剩饭倒进另一个绿桶。根据“能沤
烂的和不能沤烂的”两种对垃圾进行分类，
并以此为突破口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在官渡镇取得了良好成效。

着眼于民生无小事，近年来，中牟县在
乡村治理、饮水安全、厕所革命、转移就业
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老百姓幸福感不断增强。

中牟县连续多年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列入政府年度实事目标，以“建得成、管得
住、用得起、长受益”为主线，“高起点、高标
准、高质量”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探索出
了一套符合县情的农村饮水工程建设和运
行管理之路，率先在全省农村供水领域实现
了“一乡一水厂”的供水管理模式，实现了农
村供水城市化、城乡供水一体化目标。

小厕所，大民生。中牟县在全省率先启
动“厕所革命”，按“六无六净”，即无杂物、无
污垢、无蛆蝇、无异味、无积水积尘、无蛛网，
墙壁净、门窗净、搁板净、蹲位净、地面净、标

识净的标准对厕所实施改造，加强管理。在
绿博园景区，颇具人文关怀的母婴室独辟一
片温馨空间；在方特梦幻王国，内部配置“全
面细致，美观实用”，大量鲜花和绿植充盈其
间……截至目前，中牟县已改建国家A级旅
游厕所45座，新建A级旅游厕所41座，厕所
已经成为这里的城市景观、乡村亮点和景区
窗口，代表了区域的文明形象。

农民变市民，就业是关键。授之以鱼，
不如授之以渔。为了帮助更多的农民适应
中牟快速城镇化的发展趋势，让百姓更多
地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中牟县创新工
作机制，从政策、渠道、品牌、培训等多角度
加快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通过大型现场
招聘会实现供需见面的常态化，并免费提
供技能培训、就业信息、政策指导、职业介
绍等服务；大力发展培训载体，初步形成以
县级培训机构为龙头、乡镇组织培训为主
体、民办培训机构为补充的培训网络；为企
业招聘量身定制个性化方案，开展订单式
培训，将潜在的用工需求转化为现实的就
业岗位；通过“创业培训+开业指导”“小额
贷款+跟踪服务”“创业项目推介+绿色通
道”等一系列措施，将创业培训与农家乐、
餐饮服务等专业培训相结合，一部分有条
件、有想法的农民成功走上创业之路。

统筹城乡建设
努力提升百姓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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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乡村振兴
实施农旅融合化战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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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民生福祉
致力城乡精细化管理3

聚力文化小康
塑造城乡文明新风4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幸福之花处处开放，文化之光普照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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