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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树清塘相映成趣，亭台水

榭倒影如画，眼前的堤岸整整齐

齐，塘边的绿地碧草如茵，这是

记者近日在南阳市宛城区汉冢

乡柳树营村坑塘整治现场看到

的一幕，也是该区全力推进“千

村万塘”综合整治改善人居带来

的新变化。如果把目光看得更

远一点，高标准粮田内，处处呈

现着“田成方、林成网、渠相通、

沟相连、旱能浇、涝能排、品种

优、结构良”的现代化农业田园

新画卷。

农业兴，百事兴。宛城区委

书记刘中青说，近年来宛城区把

乡村振兴作为统揽农村工作的

总抓手，坚持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推进高标准粮田建设、打造

农业特色产业和打赢脱贫攻坚

战“四轮驱动”，村容村貌持续提

升，农村经济提质增效，群众的

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

增颜值 提产值 美丽乡村踏歌行
——宛城区以“四轮驱动”力促乡村振兴

近年来，该区聚焦“生态宜居美丽乡
村”建设,以农村“厕所革命”和“千村万塘”
综合整治为抓手,与污染防治、改善人居紧
密结合,倾力打造南阳近郊“后花园”，让农
村群众生活更加幸福宜居。

该区财政每年拿出不低于 5000 万元
资金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厕所革命”、坑
塘整治工作进行奖补。坚持规划先行，统
筹推进，政府引导，农民主体，典型引路，示
范带动，同步推进“厕所革命”。在开展户
厕改造工作中，根据城乡污水管网接入和
住户分散等不同情况分类施策，采取多种

模式，确保户厕改造稳步推进。在坑塘整
治中，重点选择群众积极性高、投资少、见
效快的坑塘作为试点先行整治,并总结了
范蠡村范蠡文化建设与坑塘整治相结合，
刘宋营村依托红色文化建设开展坑塘整治
等一批先进坑塘治理典型。截至目前，全
区新农村户用厕所改造完成 1110户，累计
完成改厕 4260户。2019年全区坑塘整治
已开工 456 处，占年度任务的 87%，完成
298处，占年度任务的57%。

同时，以“农村畅通、环境净化、村庄绿
化、乡村亮化、农村文化”五大工程为重点，

以达标村、示范村创建为抓手，清理垃圾、
整治乱堆乱放、装路灯、栽风景树等，村容
村貌明显改善。全区新投入 1500万元，累
计投入资金 3.35 亿元，建成了美丽乡村达
标村 96个，培育出了高庙镇谢营村、郭厂
村，黄台岗镇刘宋营村、画家村，溧河乡袁
老家村，金华镇赵堂村、茶庵乡顾营村等一
批美丽宜居村庄。

此外，通过设立保洁岗位、扶贫就业岗
位、村民互助等多种形式，全区 159个村配
备保洁员 1078名、垃圾箱 3334个、大型垃
圾运输车 21辆、钩臂式垃圾运输车 43辆，

建成生活垃圾低温热解减量中心 1 座，
70%以上的行政村建立了垃圾收集、清运、
处理机制，解决了农村生活垃圾的终端处
理问题。围绕脱贫攻坚、“双貌”提升工作，
全面开展建档立卡贫困户“七改一增”行
动，全区21个贫困村的96个自然村围村垃
圾和杂物得到全面清理，基本达到“三无一
规范一眼净”。

如今的宛城区，乡村人工湿地公园风
景如画，各种污水处理设施为人居环境保
驾护航，合力共治的理念蔚然成风，树成
荫、花成团的美丽农村新画卷已经绘就。

在宛城区红泥湾镇潘庄村老农经合作
社，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划一，大棚内有机蔬
菜长势喜人；千亩种植基地上丰收的红酒谷
已收割装袋，整整齐齐码放着，等待外运……

近年来，宛城区立足城郊型农业大区
定位，按照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种养、社会
化服务、品牌化经营的农业产业发展思路，
城郊型特色农业发展风生水起，全区特色
农业种植朝着规模化、集约化、品牌化、市
场化、标准化、产业化稳步发展，质量效益
稳步提升。

强规划区域布局“活起来”。宛城区充
分利用平原地带土地肥沃的优势，以有机

艾草、绿色油料、名优果蔬、生态养殖、乡村
旅游等五大产业为核心，形成了以宛艾为
主的南艾产业基地、以优质花生为主的绿
色油料产业基地、以速生叶菜和精细菜为
主的名优果蔬生产基地、以名优商品鱼为
主的水产养殖基地、以南阳黄牛为主的标
准化养殖基地，以都市生态农业为主的乡
村旅游示范区的六大产业基地，建成了黄
台岗特色蔬菜、瓦店精细菜、茶庵温棚蔬菜
等生产基地，红泥湾生猪、黄台岗蛋鸡、高
庙肉牛、汉冢水产等养殖基地，特色产业让
宛城经济“活起来”。

抓发展产业融合“强起来”。该区整合

粮油、蔬菜、畜产品等优势资源，积极争取
引进农产品深加工项目，扶持壮大金红光
食业、凰台岗养鸡等4家省级农业产业化重
点龙头企业，瑞丰粮油、界中醋业等17家市
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实现了
农产品的多层次加工增值。其中，瑞丰粮
油生产的“吉祥结”菜籽油、花生调和油等6
大系列 20余个品种，热销省内外。在此基
础上，积极培育了一大批新型经营主体。

提品质特色品牌“响起来”。该区以发
展有机农业为引领、绿色农业为重点、无公
害农业为基础，全方位开展标准化生产技
术培训，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生物农

药、生物肥料等新技术和“公司+基地+农
户+标准化”的生产经营模式，实施标准化
生产，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同时鼓励支持
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农产品质
量认证，申报注册优质农产品商标。全区
无公害农产品达23个、绿色食品2个、有机
农产品7个，“三品一标”及良好农产品认证
面积累计达28万亩，注册了“黄台岗”牌胡
萝卜、“凤凰台”牌土豆、“绿野”牌西红柿、

“富群”牌小辣椒等一批优质农产品商标。
其中，“界中牌”米醋被评为“河南省名牌产
品”，“三好”牌鸡蛋被评为“河南省优质农
产品”，优质品牌让宛城“响起来”。

改善人居环境扮靓“美丽乡村”1

深秋时节，行走宛城乡间，一行行绿
树，一块块平畴，一条条道路，一眼眼机井，
像谱写在大地上激情飞越的旋律，演奏着
农民增产增收的乐章。“河南省高标准粮田
建设先进单位”，“南阳市高标准粮田建设
先进县区”……一份份荣誉的背后是宛城
人的不懈努力和艰辛付出。

作为国家800个产粮大县市区之一，近
年来，宛城区乘着党中央富民政策的春风，
把实施48万亩高标准粮田建设列在财政支
农项目的重中之重位置，纳入全区“十大实

事”之一，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
质量施工的建设理念，不断强化科技投入，
真正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为守护国
家粮食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项目规划中，做到“两到位一引路”。宣
传发动到位，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宣传国家高标
准粮田政策；科学规划到位，规划遵循连片开
发、因地制宜、综合治理、整合资金、注重节水、
效益第一等原则；样板工程引路，项目工程开
工后,先由施工企业做出样板工程，保证当年
工程按已做的样板工程标准施工。在项目施

工过程中，推行“六个一”的施工管理办法，实
现工程建设科学化，工程管理精细化，工程形
象精致化。在高标准粮田项目区内推广吨粮
田集成技术，实现田网、渠网、路网、林网、电网

“五网”配套和农田排灌能力、土壤培肥能力、
农机作业能力“三力”提升。实施配肥工程，推
进技术入户、配方施肥到田。以农民合作社为
主体，推进土地流转，促进适度规模经营，耕种
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90%以上。

如今，该区高标准粮田建设实现了项目建
设的“三大突破”。生态效益实现新突破，项目

区共植树126万株，树木存活率和保存率都在
90%以上，基本形成了树成行、林成网、夏保
墒、冬防风的良性生态环境，成为宛城区新农
村建设的一道亮丽风景线；高标准粮田项目与
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实现新突破，7年来，共整
合交通、林业、气象等涉农项目资金1680万
元，项目区效益村基础条件和村容村貌明显改
观，主导产业日益壮大；项目区农民增收实现
新突破，2018 年比项目实施前新增粮食
7318.2 万公斤，项目区农民收入增加总额
19181万元, 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736元。

高标准农田建设实现“藏粮于地”2

发展特色产业擦亮“宛城品牌”3

宛城区瓦店镇来庄村是远近闻名的贫
困村，几年前连条像样的水泥路都没有，一
到下雨天就泥泞不堪、寸步难行。2017
年，来庄村实现了整村脱贫，现如今，村里
大变样，新修了水泥路、安装了路灯，村里
的贫困户在家附近的产业基地务工，一到
晚上，村民们就聚在广场上唱歌跳舞、闲话
家常，一个崭新的农村不断散发出新时代
的气息。

近年来，宛城区把脱贫攻坚作为头
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坚持以脱
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提高
脱贫质量放在首位，紧扣“三不愁两保
障”，以“产业就业”为支撑，以金融扶贫
为抓手，发扬“工匠”精神，下足“绣花”功
夫，精准施策、强力攻坚，脱贫攻坚工作

取得阶段性成效。
强化组织聚合力。该区严格落实脱

贫攻坚一把手责任制，建立了区领导“包
乡联村帮户”制度。深入开展“万名干部
助脱贫”活动，向贫困村、软弱涣散村派
驻第一书记 38 名、派驻工作队 21 个，重
点做好精准识别、帮扶措施落实、班子建
设等工作；1934 名公职人员帮扶到户到
人，实现贫困户帮扶全覆盖。同时，以村
（社区）为单位，成立了 162 个由乡镇领
导班子成员和中层骨干任组长的村级脱
贫责任组，在全区初步形成合力脱贫攻
坚的局面。

“两业”扶贫增动力。该区坚持把产
业、就业扶贫作为根本之策，以“百企帮百
村”活动为载体，着力构建“七有”产业就业

扶贫体系，真正让贫困群众融入产业链，确
保持续稳定增收。全区建成乡镇产业扶贫
基地 16个，96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产
业扶贫，共流转、托管 1476 户贫困户土地
5000余亩，带动 860户贫困群众发展产业
项目，户年均务工收益 3000 元以上，初步
形成了“园区承包搞生产、土地流转拿租
金、基地打工挣薪金”的脱贫致富模式。在
就业扶贫上，与中原农险合作，在全市率先
启动了保险促就业模式；对 1190个转移就
业困难的贫困家庭劳动力通过开发公益岗
位进行兜底安置，目前全区 2908名贫困家
庭劳动力实现稳定就业。

金融扶贫添活力。为发挥金融扶贫资
金的带动和杠杆作用，该区探索实施“政
府+农信担保+银行”的“政银担”三位一体

模式，区财政注资300万元设立风险补偿基
金，对农业龙头企业、农业经济合作组织、
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进行贷款扶持。同
时结合粮食托市政策，各乡镇组建由贫困
户参与的粮食购销合作社，建设扶贫粮仓，
发展粮食收储产业，共发放贷款 1533 户、
7665 万元，建成“扶贫粮仓”19座、仓储容
量 8.3万吨；对无劳动能力或弱劳动能力贫
困家庭，发放贷款4705万元，五保贫困户每
年户增收500元，非五保贫困户每年户增收
1500 元，目前全区已投放扶贫小额贷款
12370万元。

宛城大地织锦绣，美丽乡村踏歌来。
“四轮驱动”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
不断提升，美丽乡村如同一曲新时代田园
牧歌正散发着无尽的魅力……

脱贫攻坚提升群众“获得感”4

红泥湾镇千亩红酒谷扶贫产业基
地喜获丰收

“藏粮于技”组织无人机喷洒农药

产业扶贫助力脱贫攻坚

充满艺术气息的美丽乡村

“坑塘整治”添彩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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