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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遂旺
本报通讯员 李艳永

这里是一块神奇的土
地，在这里你可以一睹中
华第一华塔、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的修定寺塔的
风采；游览国家级传统古
村落——清凉山村风土民
情；倾听革命老区在战争
年代的英烈故事；这里更
是一片投资兴业的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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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艳水冶惊艳水冶 更见繁华更见繁华

林立的高档小区，繁华

的商业街，精致的景观小

品……行走在水冶镇中心街

道上，商店招牌规格统一,路

边画上了整齐的停车位，有

着“中原第一镇”美名的古

镇，其繁华程度不亚于一个

城市。

“水冶镇政府所在地有

常住人口近 30万人，去年全

镇生产总值（GDP）完成 80

亿元，财政收入完成 3.1 亿

元，土地出让收入 1.2亿元。”

镇长郝海涛说。

近年，该镇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以“13441”工作思

路为统领，紧紧围绕打造“城

市组团30万人口规模中等城

市”总目标，按照“城建带动、

工业拉动、三产联动、产城互

动、文化促动”和“一带三城

六路”的工作思路，以生态水

系建设为契机，以改变城市

面貌为抓手，努力打造产城

融合、城乡一体、充满活力、

生态宜居新兴城市。

产城融合 增添发展动力

水冶，因工业而闻名，也因工业而困扰。
前些年，受大背景影响，水冶工业经济

也受到了不小冲击。钢铁、水泥等高污染、
高耗能行业的转型任务愈显迫切。更有不
少人说，水冶很繁华，但繁而显杂，华而不
美。

对于人民的期盼，镇党委、镇政府看在眼
里，落实在行动中，他们按照绿色发展理念，
全力推进产城融合，努力引进、培植符合地区
功能定位、产业规划的新型业态，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

坚持规划引领。围绕以产兴城、以城促
产，产城互动、深度融合的目标，推动城市总
体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生态建设专项规划，实现多规合一、无缝对
接。重点抓好“两路一河一泉一古城”项目的
改造与建设。

坚持项目带动。加快实施文明路南延、
辅岩路西拓、新城道路管网等路网建设，着力
推进城乡一体，全力服务公厕改造、集中供热
等项目建设；着力推进鸿鹏公园里、特色商业
区城市综合体等项目建设；着力发展楼宇经
济，培植“电商”产业和金融街区，形成新的经
济增长点。

坚持开放招商。围绕区位优势，以全国行
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镇、全国重点镇、国家级
建制镇示范试点镇、全省首批重点示范镇等名
片为主打品牌，全面完成招商引资任务。

环境整治 增添发展魅力

西蒋村居民任芹每天带着小

孙女，到珠泉河边走一走，享受着珠泉河
治理带来的幸福与满足。“以前这脏，不好
看，现在变成清水绿山，俺们心里可高兴。”

如今珠泉河碧波荡漾，两岸各种景观绿
化、微地形造型新颖，永兴湖木质栈道成了人
们亲水休闲的绝佳平台。

今年以来，珠泉河水系治理步伐加快，目
前逐渐形成“水清、岸绿、景美”的城市水系风
貌，汇集“供水防洪、休闲娱乐、康体养生、郊
野出游”等多项功能的崭新珠泉河即将展现
在人们面前。

珠泉河治理工程仅是水冶镇大力开展环境
治理的一个镜头。近两年，该镇全面推动工业
企业超低排放深度治理，在2018年全镇63家
工业企业参加一企一策超低排放深度治理的基
础上，目前完成50家，通过验收24家。全面开
展园林工厂创建，打造绿色工厂，共68家企业
完成了厂区内外绿化、硬化任务。

同时，启动珍珠泉公园升级扩建工程，公
园面积将达480亩，泉面总面积将达12.48亩,
形成7个泉面。届时，辅岩西湖、金龟探水、阳
光沙滩……一大波美景将呈现在众人面前。

如今，穿梭于水冶街道，秋风拂面，绿植
摆动，水冶逐步揭下“污染”的灰色标签。

改善民生 增添发展活力

夜幕降临，络绎不绝的居民开始加入晚

饭后散步休闲队伍。
东蒋村廉政广场凉亭
更是充满欢声笑语。

“我在这个村生活 70 多年，变化太大
了。以前村里是土路，晴天刮风是灰，下雨天
是泥。后来，村里对路面进行硬化，道路两旁
绿化，旱厕改造为水冲式，卫生条件好多了。”
水冶镇大堰村村民冯玉书颇有感触。

近年，水冶镇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重
点工作全力推进，突出抓环境治理，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仅今年上半年，水冶镇通过“三
清一改”行动，清理垃圾杂草9000余吨，整治
街道 1300余条，拆除违建 80余处，整治破旧
院落13余处。投入资金600余万元，对59个
村居街道、沟渠的杂物、垃圾等进行了覆盖式
整治；抓好“厕所革命”，完成水冲式厕所 164
户。大力推进乡风文明和产业发展，大堰村敬
老爱老活动、东蒋村家风家训、下河村道德模
范评比、西蒋村红白理事会等先进典型做法，
在殷都区起到示范作用，文明乡风正在推开。

漫步水冶，古镇重新惊艳了人们目光：水清
岸绿，四处见景，厚重历史感和流淌在血液里的
美丽因子被充分激活，绿韵为裳，更见繁华。

神奇土地神奇土地 壮美磊口壮美磊口
磊口乡位于太行山余脉的安阳市殷都区

最西部。全乡总面积60平方公里，辖16个行
政村，总人口2.4万人，耕地面积2.1万余亩。

磊口乡除了拥有丰富的铁矿石、白云石、
灰岩大理石、霞石正长岩、灰岩矿、石英砂等
矿产。

磊口乡旅游资源更为丰富。最具代表性
的有千年古塔——修定寺塔、国家级传统古
村落——清凉山村、塔山生态文化旅游风景
区，另外还有清凉山、老爷山、塔山、黄龙垴等
风光秀丽、奇石耸立的“小名山”。

磊口乡属革命老区，下辖的泉门村是安
阳县第一届抗日民主政府所在地，在这里曾
开展过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涌现出了许许
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新中国成立以来，磊口人砥砺前行、艰苦奋
斗，实现了由一穷二白、贫困落后到繁荣发展、
人民幸福的历史性跨越，昂首阔步进入新时代。

近年来，磊口乡紧紧围绕区委“一年打基
础、二年抓规范、三年促提升”的基层组织建
设行动计划，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过程中
突出了村“两委”班子的能力建设这个重要抓
手。从“三会一课”细节入手，强调包村领导
和包村干部全过程参与，激发党员先进性的
发挥。与此同时，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决
策机制，为群众办好事，让群众好办事，实现
村民办事不出村，解决联系和服务群众的“最
后一公里”问题，全乡 16个村全部建成了便
民服务大厅，实行村干部轮流坐班制度，全天

服务群众办理各类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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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党委、乡政府
在积极调研的基
础上，谋定了向规模要集
约、向规模要环保、向规模要效益的经济
发展思路，主动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提升服务企业水平，全面
取缔境内“小、散、乱、污”企业，招商引进中联
溶剂骨料公司，整合 7家石料企业，今年投资
2.6 亿元的河南康源活性炭项目现已全面启
动。在大型“发动机”的牵引下，众多的小企
业星罗棋布。2017年以来先后有中联商砼、
中海水泥、新昌建材和天鼎建材落户磊口乡，
总投资达到3.2亿元，成为全乡经济实现跨越
发展的新引擎。2017年全乡财税收入实现
2717 万元；2018 年完成 8767 万元；2019年
预计超过1.4亿元。

按照“精准扶贫、不落一人”的工作要求，
磊口乡紧紧围绕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
安全饮水”的目标要求，以增加贫困户收入为
主线，大力发展扶贫产业。2017年以来实施
光伏到户项目，建设乡村光伏小型电站4座，
实现收益 80余万元；采用“村集体+合作社+
贫困户”模式，实施就业扶贫，开发公益岗位
114 个，就业 296 人。利用各村成立的合作
社，积极开展种植结构调整，向荣、农鑫、益
农、前锦、裕丰、庆丰等 6个合作社种植优质
谷子，通过村集体和贫困户入股、政府补贴谷
种、统购代销、以购代捐、合作社分红、土地流
转、劳动务工等多种方式带动贫困户增收。
在增加群众收入的同时，磊口乡将保障群众
安全饮水作为重大民生工程，投资 200余万
元在上庄、泉门、中店、南磊口、安河、清池、目
明、清凉山等 8个村实施了水网改造工程，彻
底解决长期水窖饮水问题，用水与水质得到

了安全卫生保障。最
终确保了各项政策落
实全覆盖，236户538人实现了高质量脱贫。

建设美丽乡村，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磊口乡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狠抓人居环
境改善，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为实现全
乡范围内道路互联互通，全乡投资6000余万
元共新建道路建设工程项目 36 个 40 余公
里。在全乡实施了“路灯照民心”工程，制定
了每三户一盏路灯的目标，全乡各村更换、新
装路灯 2500余盏。实施“户户通”工程。乡
党委、乡政府将户户通水泥路作为提升群众
幸福感的重大民生工程，采取“乡、村、民”共
建的方式，投资1000余万元硬化村内街道20
余 万 平 方 米 ，户 户 通 水 泥 路 覆 盖 率 超 过
98%。以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大力弘扬
时代新风尚为目的，制定了“小村一广场、大
村多广场”的工作目标，努力形成共建的强大
合力。全乡投资 200余万元，在全乡 16个行
政村高标准建成30个文化广场，并安装14个
大型液晶显示屏、组建了 46 支文化娱乐队
伍，建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
的文化墙1000余平方米，设置 200余件体育
健身设施。投资 400余万元，建设乡村游园
11个，绿化面积6万余平方米。

迈入新时代，神奇壮美的磊口乡焕发无
限活力，正在书写新的传奇！

扶贫基地飘谷香

快乐小天使在塔山景区游玩

中国传统古村落清凉山村掠影中国传统古村落清凉山村掠影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张佳 宋楠

美丽的珍珠泉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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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上庄塔山景区

国家级传统古村落——清凉山村古院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