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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影婆娑，蝉噪鸟鸣，碧水

缠绕，曲径通幽，40亩竹林，让小

河村颇具江南风姿，是画亦是

诗。在这样如画的风景里，岳飞

故里，汤河岸边，汤阴县韩庄镇

如小河村一般的美丽乡村纷纷

绽放，串点成线，连线成面，各具

风姿，让这里“秀色满乡”。

近年来，汤阴县韩庄镇坚持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和

汤阴县委“1551”总体思路，紧扣

“智慧文化都、生态幸福城”的城

市定位，在“闲适”“宁静”的同

时，更是注入了“强美富”的因

子，一个个“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的现代化乡村纷纷展露新

颜，唱响小乡镇的大未来。

“我们实施农村人居环境三

年提升计划，让良好生态成为乡

村振兴支撑点，以绿色发展引领

乡村振兴，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乡村发展新格局。”韩庄镇

党委书记臧华伟表示。

眼下，在南张贾村安阳滨河生态农庄内，正
是葡萄、石榴等各种瓜果的采摘季，进村的道路
上聚集了不少外地游客游玩采摘，这对附近的村
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韩庄镇南张贾村曾是贫困村，村里土地大部
分属于丘陵地，土壤十分贫瘠，村民多年来只能
靠天吃饭。为有效破解这个难题，该镇党委、镇
政府先后出台优惠的奖补政策，鼓励和吸引社会
资本向高效、规模农业转移。目前，仅南张贾村
全村休闲农业主导产业收入就达 2680万元，占
全村农业经济总收入的 90.5%，村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14986元。

南张贾村仅是韩庄镇以产业兴旺撬动乡村
振兴的一个侧影。近年来，该镇大力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在全镇划分为
城北特色三产文旅服务区、城南工业经济发展
区、城西乡村文化旅游区三大区，将产业、工业和
三产文旅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让群众吃上“产
业饭”，走上小康路，搭上幸福快车。

北区新城区的城市品位和城市综合承载能
力全面提升。据了解，2018年，全镇危房改造农
户 51户已全部改造完成，危房改造资金 34万元
已全部拨付给农户。今年圆满完成西苏庄村棚
户区改造任务，继续推进汤北新城安汤一体化建
设。人和公园、文化中心等重点公共基础设施项
目成为汤阴群众休闲的首选。

南区工业企业遍地开花，工业经济发展呈现
平稳、快速、可持续发展的态势。目前共有各类
企业 15家，形成了以钢铁、医药物流、食品加工、
清洁能源等为主的产业集群，带动就业人数 1.5
万余人和相关产业就业人数1万余人，利税3.5亿
余元。

西区乡村旅游蒸蒸日上。依托汤河国家湿
地公园和农村优美的自然环境，大力发展休闲旅
游观光农业，先后投资 6.5亿元，流转土地 2.5万
亩，建成融农家乐、观光农业、休闲旅游、生态景
观和经济林等功能区为一体的三禾农庄、滨河农
庄、大运农业等现代农林示范园区30多个。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如何让农民生活更富
裕？韩庄镇始终致力于让农民有持续稳定的收
入来源，将经济宽裕、衣食无忧、生活便利、共同
富裕作为目标，带动农民融入现代化农业、推动
农民走向广阔市场，在多元化的增收致富新路径
中，不断提升乡村振兴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为切实壮大集体经济，韩庄镇共成立 19家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已经投入正式运营的4家，部
落村和南张贾村先后被确定为全省农村集体经
济示范点。

道路通，乡村美，如今的韩庄，绿色
发展底气十足。

“各位乡亲，这是政府为村里配备
的智能垃圾桶，一些塑料瓶、纸板等可
回收垃圾可以到村里的兑换点兑换物
品……”前几天，韩庄镇李家湾村村委
会旁格外热闹，乡镇干部正在进行垃圾
分类宣传。

健全机制齐抓共管，让垃圾分类走
向常态化。韩庄镇结合美丽乡村建设，
统筹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置工
作。为激励村民在源头上给垃圾分好
类，他们以部落村、小河村和李家湾村
作为垃圾分类试点村，统一安装智能垃
圾箱，一大一小，小的放在村民家门口，
大的放在村委会。垃圾箱上有如何分
类以及积分奖励机制的介绍，村民们投
放垃圾时用手机扫码，按照智能分类垃
圾箱标注准确投放后就会收到相应积

分，进而兑换生活用品。
截至目前，该镇已完成 3个生活垃

圾分类积分兑换点、1个镇级垃圾分类
智能化管理平台的建设，基本实现农村
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设备、宣传全
覆盖。

同时，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
韩庄镇以农村垃圾治理、“厕所革命”、
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
全面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持续推进“厕所革命”。2018年至
今，韩庄镇 11 个行政村已进行厕所改
造，共投入资金 1347.6 万元，改厕农户
达到 3182 户，占全镇农户的 34.28%。
通过对学校、村卫生室、便民服务中心、
乡村旅游等场所新建或改造，目前已有
1/3 的行政村具备 1座以上公共厕所。
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新建污水处
理厂4座，新铺设污水管网18260米，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率达61％。
大力提升村容村貌。实施通村公

路工程，全镇33个行政村公路通畅率达
98％；实施入户道路工程，硬化通户率
达到 99%；实施村庄亮化、绿化、美化、
文化工程，新安装公共照明或庭院灯
1812盏，其中，西冢上村“汉冢开发”项
目投资98.33万元。

着力完成城乡绿化。城郊森林公
园春季绿化工程已全部完成，共栽植
各类树木 2800 余亩 35 万株；投资 250
万元的西冢上村、西云村、小庄村等 3
个村庄绿化建设完工，种植绿化树 20
多 个 品 种 ，4961 株 树 木 ，绿 化 面 积
21077平方米。

2019年，韩庄镇将在铁路以西继续
建成10个人居环境“标兵村”，在发扬各
村特色的基础上全面改造、提升人居环
境，打赢乡村振兴第一仗。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郭晓芳

“你看，我们用微信扫描一下二维
码，关注‘美丽韩庄’微信公众号后，再
点击下面的政务公开，全镇33个行政村
的所有党政务公开内容一目了然，想查
哪块查哪块，还可以随时反馈意见建
议，非常方便……”9月 8日，汤阴县韩
庄镇部落村村民李春谈起他们新建的

“党风政风监督平台”时如数家珍。
平台采用“地图导航、模块运作，双

向互动”的方式，把镇村两级、特别是村
级党政务（村务）公开等 10多项工作内
容搬上网络、装进手机，全天 24小时在
线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并广泛收集意见
建议、积极回应群众诉求。此外，还通
过建立多级廉政微信群等方式，对集体
资金收入和支出向党员和代表即时公
开，随时接受监督。

为进一步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管理，

推进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该镇于
2017 年年底筹建党风政风监督平台，
2018年年底设立党风政风监督中心，开
设党风政风监督工作公众微信号。如
今，韩庄镇33个行政村全部成立党风政
风监督小组，健全了自治、法治、德治相
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通过一系列规范操作，农村集体
“三资”信息阳光公开，“三资”管理透
明度提高，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实现
了农村集体经济稳步增长，社会和谐稳
定，社会事业蓬勃发展。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近日，汤阴县韩庄镇小河村里歌声阵阵，
走进村北的竹林深处，50多位“歌者”正
在放声歌唱。他们是来自汤阴县老年大
学的学员，此次前来，缘于小河村党支部
的网上预约，专程上门教该村党员干部

唱红色歌曲。
汤阴智慧党建微信平台于6月中旬

运行开通以来，韩庄镇党委高度重视，
在全镇33个行政村推广使用“汤阴智慧
党建”小程序。

“这个小程序非常方便，在‘党员
树’上扫一扫二维码，党员积分就能亮
出来，极大地调动了党员积极性。”小河
村党支部书记于瑞兴说。

今年以来，韩庄镇大力实施农村党
建“442”工程，进一步增强农村党组织
的战斗力、凝聚力；通过实施精品示范
工程、规范提升工程、整顿转化工程，力
争 40%以上的农村党支部创建成党建
工作精品示范村，40%以上的农村党支
部达到“五个好”目标，20%以上的农村
党支部得到转化升级，全面提升农村基
层党组织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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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兴旺
农民搭上幸福快车

1 生态宜居 发展底色不断擦亮2

治理有效 “三治”治出和美家乡3

通过美丽乡村建设，村子的“面子”
变美了，如何让“里子”也美起来？韩庄
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韩庄镇大
力实施“以乡风、家风、民风助推乡村振
兴战略”行动，通过挖掘具有地方特色的
乡土文化资源，开展“晒家风亮家训”“星
级文明户”“优秀共产党员”评选等系列
活动，让好家风促进民风好转、好榜样带
动十里乡邻，将新时代文明实践融入百
姓生活，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韩庄镇曹庄村，党员苏君平是出
了名的热心人。只要村里有公益活动
或者大小事务需要她，她二话不说，放
下手头的事情就赶过来。苏君平的母
亲正直善良，父亲乐于助人。大儿子在

部队年年有喜报，二儿子在学校年年有
奖状。他们家连续两年在村里的星级
文明户评选中被评为“党员先锋星”和

“遵纪守法星”。
“我家的家训是‘清清白白做人，明

明白白做事’，我觉得人这一辈子要先
做人再做事。”苏君平说。

近年来，韩庄镇结合乡风文明建
设，号召 33 个行政村以家庭为基本单
元，征集创作每家每户不一样的家风家
训，目前，已悬挂家风牌匾 10198 面。
韩庄镇外宣办工作人员介绍，全镇每一
户都是结合自身实际，自由选取认领展
示内容，最后由镇里统一制作成家风家
训标牌进行悬挂。

同时，镇里各个村庄的文化墙、主
题公园等也为乡风文明增添了亮色。
小庄村发挥主干道路的位置优势，在沿
路围墙上喷绘“二十四孝”等凝聚家风
家训元素的图画，用好家风撑起好民
风；部落村建成了廉政文化主题公园，
集宣传、教育、引导、示范于一体，旨在
弘扬廉政精神，传播家风文化，吸引了
不少村民茶余饭后驻足观看。

大珠小珠落玉盘，乡村美景入画
来。今年是韩庄镇乡村振兴的发展之
年，又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关键之年，让
农村更美、农业更强、农民更富，跑出加
速度，坚持高质量，全面打造美丽乡村

“升级版”，韩庄镇正全力以赴！

乡风文明 “面子”“里子”一样美4

南张贾村正在开展农民夜校

党员在韩庄镇“党员树”扫码

三禾农庄里喜获丰收

美丽汤河 王计亮 摄

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韩庄镇提供

●全国文明村镇

●全国卫生乡镇

●全国无邪教示范乡镇

●河南省乡村振兴示范乡镇

●河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河南省百强乡镇

●河南省园林城镇

●河南省生态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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