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

议时指出，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做好“三农”工作放在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中统筹谋划和推进。

春到怀川乡村田野，一股蓬勃

奋发的生机活力正在勃发：农民们

辛勤耕种，有了增收致富的产业；

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增强了群

众幸福感；村“两委”干部信心十

足，甘当农村发展“领头雁”……

一年来，焦作以抓铁有痕、踏

石留印的干劲，稳步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

村振兴新图景正在怀川大地渐次

展开。

“多亏有了‘领头雁’，要不，咱哪能找到
致富门路？”正在养鸡大棚忙碌的温县张庄
村农民张宝国感慨地说，村支部书记带着大
伙养蛋鸡、上产业，让扶贫资金发挥“造血”
功能，越来越多贫困户摘掉“穷帽”，奔向小
康。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焦作充分发挥农
村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以提高服务能
力为切入点，提升村干部整体素质，增强农村
发展内生动力，助推打赢脱贫攻坚战。

党建引领，大批创新创业人才返回农
村。温县鑫合实业公司负责人李芳是一名返
乡创业博士生。前些年，她看中农业发展机
遇，毅然回乡创业。如今，鑫合实业与省供销
社合作，建设了农村电商中心，安排就业300
多人，带动周边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美丽乡村建设带来的不仅是村庄环境的
变化、经济收入的提高,更是村民素质的提
升、民风乡风的净化。

通过深化移风易俗活动，74.6%行政村
制定了村规民约；将“百姓文化超市”确定为
民生幸福工程，建成“百姓文化超市”基层服
务联络点1500多个；组建“红色文艺轻骑兵”
小分队360余支，深入基层开展文艺演出、公
益讲座等文艺活动500余场（次）。

以“倡导新风、弘扬正气”为主题，开展
“身边好人”“好媳妇”“好婆婆”“好邻居”“农
村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推出农民身边的
凡人善举，展示新时代农民群众精神风貌。

完成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完
善农村承包地合同 54.7万户，发放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书 53.6万本；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全市 80%以上的行政村开始资产清
查工作；探索推进“两权抵押”贷款，着力解决
农民贷款缺少抵押物、抵押物权属不清晰等
贷款难题。

平安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保障。所有乡（镇）、村综治中心规范化建
设标准达标率 100%，农村视频监控覆盖率
达到 100%。开展“志愿红”闪耀城乡护平安
活动，构筑起“共保平安”的铜墙铁壁。

如今，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孝老爱亲宣传
画随处可见；邻里之间互帮互助，文明风气日
渐浓郁；村规民约上墙，村民议事公开，广大
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越来越强。

大地律动是春声，乡村振兴正当时。在
砥砺奋进中，一幅秀美活力的怀川乡村新画
卷愈加清晰。8

3月 25日，博爱县清化镇街道北朱营村
天赐蔬菜种植合作社，一片忙碌景象。

仓库里，工人们正忙着将一袋袋分装好
的蔬菜过秤打包贴标签，送到运输车上。不
远处的田野上，一垄垄均匀齐整的蔬菜基地
里，农民们正在打理蔬菜。

该合作社流转了 17户无劳动能力的残
疾贫困户土地，由合作社统一耕种，按 30%
的收益为贫困户分红。

“家门口就业，顾了家、开销也小，比外
出打工划算多了！”在合作社打工的贫困户
赵德意说。这得益于该村转变思路谋求农
业发展新模式，找到了新路子，把“死田”变
成了“活田”。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焦作坚持
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保持
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旺盛活力，为乡村振兴
提供不竭动力。

调结构、增绿色、提效益，焦作乡村振兴
产业支撑硕果累累。全市规模以上农产品
加工企业达到 450家，形成了面品、怀药、乳
品、肉品、玉米、果蔬、调味品、饮品、林产品
等九大类 18个优势产业集群，其中有 14个
被认定为省农业产业化集群，数量位居豫北
地区第一、全省前列。建成省级农业产业化
联合体12个，数量居全省第四。

围绕“两带三区”推进“农业+旅游”融合
发展，着力打造以城区为中心的半小时都市
生态农业圈，建成了云台冰菊小镇、云上的
院子、丰润园等 30余个具有地方特色的休
闲农业精品点。

高标准粮田建设是粮食丰产丰收的基
础。焦作把高标准粮田建设作为保丰收的
基础来抓，以科学规划为引领，以资金整合
为重点，推进高标准“百千万”工程建设。

“过去的小路,修成了平整顺溜的柏油马
路。路边建起了小游园、公交站，村里房子都
披上了彩妆，咱村真是越来越美了！”修武县
郇封镇小文案村党支部书记许战永与村民说
着眼前的路，幸福的笑容洋溢在脸上。

自去年 6月份，焦作全面启动了“四好农
村路”创建工作，完成了 1054公里的精品创
建任务，拉近了城市与乡村的距离，为农村带
去了人气、财气。

以生态宜居引领乡村振兴，让美丽乡村
更有里子：

开展农村“四改两治”行动（改路、改水、
改厕、改居，治理垃圾、污水），推进燃气、光
纤、有线电视等进农村，村镇生产生活条件进
一步改善。

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解决
了1.52万农村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投
资 9.12亿元，实施了“十三五”新一轮农网改
造升级工程。

加强寄宿制中小学建设工作，完成新建、
改扩建农村寄宿制小学16所，行政村农家书
屋、有线电视和光纤实现了全覆盖。

把美丽乡村建设作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载体，开展“设星定级、评星晋级”活
动，完成了 1605 个村“定星”工作，128个美
丽乡村建设重点项目已开工89个。

全市行政村实现了保洁工作全覆盖，建
立健全了环卫长效保洁机制，有效解决了“垃
圾围村、垃圾围路”等问题。

全市农民社保覆盖率 99.6%，标准化卫
生 室 覆 盖 率 92% ，农 村 义 务 教 育 普 及 率
100%，行政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省级达
标率 62.9%，构建了全市政务服务“一张
网”。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头号民生工程，
也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2018年，焦作打
好“组合拳”，敢啃“硬骨头”，共退出 56个贫
困村，脱贫13137人。

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2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成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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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改革法宝激活内生活力3

温县陈家沟街景

孟州市源沟村美如画

示范区北西尚村

智慧金服平台
成焦作“新名片”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郑伟伟）3月 15日上
午，焦作市智慧金融服务平台迎来了一批远道而
来的客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这是该平台迎来的第40批次考察团。

致力于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这一
难题，焦作市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全面整合各方资源，构建“政府主
导、市场运作、信息共享、信用支撑、风险分担、合
作多赢”的企业融资新机制，着力解决银企信息
不对称、融资渠道不畅等问题，增强了银行支持
实体经济发展的信心，让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中
小微企业。

截至目前，焦作市智慧金服平台认证企业达
到 1470多家，累计已为 673家企业放款 894笔，
放款金额 160多亿元，每周举行定期政金企融资
对接会，已成功举行29期，形成了焦作的特色、亮
点、品牌和名片。

广西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战勇说，通
过一上午的了解，从理论思索到实践操作，从顶
层设计到微观构架，从体制机制到运行模式，从
政府作用到部门推动，都看到了焦作市智慧金服
平台对实体经济实实在在的支撑，“我们受益匪
浅，回去一定认真组织消化，把‘焦作模式’变为

‘广西行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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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郑伟伟 通讯员 岳金星）
一渠清水缓缓流过，一条沿着南水北调焦作市区
段渠道，蜿蜒 10公里的绿化带正在紧张建设，一
座“以绿为基，以水为魂，以文为脉，以南水北调
精神为主题”的开放式带状生态公园，与南水北
调总干渠并肩而起，成为呵护南水北调一渠清水
的绿色走廊和城市环境的新风景线。

3月 16日上午，来自恒大、红星美凯龙、绿地
集团、万达地产、碧桂园、建业等 100多位国内知
名企业代表云集于此，对周边开发片区拟出让地
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推介方山阳区政府深入
沟通、交流、对接。

作为中心城区，山阳区辖内大中型商业场所
上百家；主板及新三板上市、挂牌企业数量名列全
市前列；金融、保险机构占据全市六成以上；楼宇
经济发展势头强劲，黄龙山生态康养片区蓄势待
发，产业集聚区和特色商业区两大平台快速发展，
产业孵化器、科创综合体等创新创业生态链风生
水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城市经济生态圈。

山阳区结合全市发展布局和产业规划，谋划
了黄龙山片区、山阳故城片区、高铁片区和太极
体育中心片区四个重点片区，此次共推介发布 9
宗优质地块。

“山阳区是焦作市的核心城区，在与山阳区接
触过程中，他们统领发展的政治站位，南水北调干
渠沿线城市规划的前瞻理念，商务、规划、街道等
政府部门亲商助企的务实作风，都给我们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让我们对在山阳区投资兴业充满了信
心。”绿地集团中原房地产事业部总监赵红强说。

山阳区委书记李建超在致辞中表示，山阳区
将以更加开放的胸襟、更加务实的态度、更加优质
的服务，全力创造高效的政务环境、开放的市场环
境、公平的法制环境，为广大客商提供最佳投资平
台，让大家放心投资、舒心生活、安心创业。8

山阳区

致力打造现代城市
经济生态圈

本报讯（通讯员 张玖霞 张世伟 赵文霞）
“法院速裁团队为我们所急，不到一周就将案件
给解决了，真是快！”近日，温县法院党员先锋驿
站的速裁团队成功调解一起民间借贷案件，原告
王某被该院速裁团队的办案速度与效率所折服。

两年前，原告王某向被告杨某借款8万多元，
经多次催要，被告以各种理由拒绝还款。后王某
将杨某起诉至温县法院，立案庭在受案后，认为事
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遂移交到该院速裁团队，
速裁团队党员法官根据王某的申请，采取诉中保
全的方式依法将杨某在一家银行的 2.3万元存款
予以冻结。在此情况下，王某主动找到承办法官，
在履行大部分款项后，其余达成分期还款协议。

温县法院把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作为加强党建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党的先进性融入执法办
案的各项工作中，以党建引领提升司法温度，突出
司法为民的温情，法官工作在哪里，审判活动就开
展到哪里，党建工作就延伸到哪里，使党建工作成
为引领审判执行工作发展的“源头活水”。

筑牢初心，打造“温心驿站·创新驱动”党建
品牌，构建红色驿站、先锋驿站、民生驿站等五大
驿站，围绕执法办案第一要务，建立审判执行“先
锋驿站”，把疑难复杂案件交给党员法官办，把困
难大、任务重的工作交给党员干部做；设立“党员
先锋岗”，安排有责任、敢担当的青年党员法官担
任速裁、速执团队长，打造党员服务群众的“前哨
堡垒”。据统计，去年速裁团队共审结案件 3255
件，占民事结案数的50.4%。8

温县法院

创新党建模式
激活“一池春水”

□焦作观察记者 姬姣姣 本报通讯员 崔新娟

远远围墙，一帧帧如清泉般悠远、干净，
隐映着斑斓而灵动水墨画，濯心的文明，瞬间
就聚拢了春光；点点小园，一朵朵如云霞般摇
曳、绽放，镶嵌在绿色皱褶里的房舍，浅掬着
乡愁，俗事就淡出了尘寰……

结束三国纷争、开创一代帝业的司马家
族故里，温县招贤乡安乐寨村自带文化灵
气。“开春不到俩月，安乐寨村已接待十多批
学习、交流的考察团。”3月 18日，温县招贤乡
干部殷利平说，“村里的党建综合体建设、特
色文化挖掘、名人文化传承，是考察团重点关
注的内容。”

安乐寨村原为温邑故城，是晋宣帝司马
懿的故居，也是著名经济学家王梦奎，其胞
兄、焦作大学教授王梦周以及堂弟、中国工程
院院士王梦恕的老家。亦是“河南省首批传
统村落”“河南省民间艺术之乡”“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

去年春天，温县收悉焦作市委书记王小
平批转的《关于加强司马懿故里保护利用的
建议》后，聚智聚力，快速落实，成立了“司马
懿文化研究中心”，全面破解特色文化挖掘；
聘请国内顶级专家，制定司马小镇战略规划；
抢救保护并修复晋王城、古温城、古苏城城
墙，司马懿贺酒台、转兵洞、招贤馆等；对王梦
奎三兄弟在故居捐建的“兄弟书屋”进行了充
实和扩展。同时，探索打造集党建综合服务、

社会文化服务、休闲娱乐服务和社会管理服
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党建综合体”，点燃发展
引擎、勾勒文化亮色。

“司马文化是安乐寨的根；名人文化，是
安乐寨的魂。要问俺村留住考察团靠的是啥
魅力？还是党建引领下的特色文化。”该村党
支部书记杨成祖说。

安乐寨的“特”在其表，更在其里。一堵
墙就是一面文化旗帜，刻着村史、写着村规、
挂着家训；一个游园就是个文化广场，展示着
文化名人、党员先锋、最美家庭、文明村民、优
秀学子。一座书院就是间藏宝阁，提升了群
众的“充电”热。

处处体现特色文化的符号，美了环境，净
了心灵。

“村规家训时刻提醒人们注意一言一行，
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村民王梦庆
说，“群众的精神面貌在悄悄地改变。党员主
动投身到展览馆、村史馆、幸福院、游园广场
的建设中，群众也放弃外出务工机会，投入到
美丽乡村的创建。”

大街小巷的仿古改造，提升了村容村貌；
新增的文化长廊，用独具特色的文明浸润着
百姓的心灵；架通的天然气，便利了群众生
活。镌刻着特色文化印记的安乐寨，点亮了
传统文化，承载了现代文明。

村庄有了活力，文化有了自信，许多青年
人开始回村创业。

31岁的杨加琨在村里做消防卷闸门的生
意。他说：“今天的村庄，留住了游客的脚步，

也挽住了游子的心。给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
满眼的风景，也给回乡创业的经营户提供了
便利。”

据悉，在党建引领下的集约化经营融入
全域旅游的大环境下，该村消防卷帘门、电商
运输物流、制鞋家具、食品餐饮等商户达50多
家，能提供就业岗位 500余个；村年集体经济
收入达到 40万元，有力地保障和促进了全村
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

古温往事越千年，司马故地遗新篇。
“看着独具特色的风景，听着得胜鼓的余

音，仍旧能感受到，那斑驳的老城墙上，那高
耸的虢公台上，司马懿在把酒吟唱，慷慨陈
词。”来自开封的游客邵俊丽说。

“沉淀千年的司马文化，为新时代的安乐
寨烙下了绝无仅有的特色标签。即将启动的
新时代党建综合体项目，将把廉政教育与新
时代文明实践示范站、新时代党建示范基地
相结合，把兄弟书屋品牌、原始文化、两晋文
化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直观形象、生动具体的
人物及其事迹，寓教育熏陶于参观游览之中，
为温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
大精神力量、丰润道德滋养。”该县县委宣传
部文明办负责人说。

古有司马浩气存史，今有院士造福星河。
安乐寨村景如画，境如诗，人安乐，心磅礴，把
深烙在村落里的千年古韵融入了呼吸，把错
落起伏的文化守望沁入了骨髓，让独具特色
的古村文化与现代文明一起斑斓绽放。8

在 希 望 的 田 野 上
——焦作市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综述

地方传真

航拍村中街道

文化“阅”千年 特色贯古今

安乐寨村镇建设流溢古韵新风

河南日报网 http://www.henandaily.cn 手机报 移动用户发送HNZB至 10658000订阅（3元/月 不含通信费） 社址 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邮编 450008 值班室 65796114 印刷 河南日报印务中心 广告经营许可证 豫工商广字第006号 零售 2.00元（今日郑州市、新乡市、焦作市为16个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