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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宜居美丽

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场硬

仗，更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如何让农村既能“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又能像城市一样生活便

利、环境整洁？近年来，安阳市以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坚持把组织优势

转化为发展优势，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

村振兴，积极推动党建引领与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深度融合，以“五个突出”为抓

手，着力探索“党建+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的新路径。

近日，安阳市党建引领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工作现场推进会在林州市召

开，与会代表进行了观摩交流。各地既

增“颜值”又添“气质”的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实践，正示范引领全市农业变强、农村

变美、农民变富，一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

卷，在豫北大地徐徐展开。

□杨之甜 李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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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 党建引领 奏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最强音”

人居环境越来越美，该如何才能让乡村“颜值”持续
在线？安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炯表示，安阳市始
终坚持以发展为主题，建立起党建引领人居环境整治的
长效机制，让乡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来到林州市龙山街道麒麟台村艾家庄自然村，小
桥流水，亭台楼榭，一栋栋老宅错落有致，极富年代感，
各种景观小品精雕细琢、韵味十足，这里远离城市的喧
嚣与浮躁，人们三五结对，或漫步在水旁观景游玩，或
在树下纳凉，怡然自得。今年81岁的李芹凤老人做梦
都没想到，家门口会变成现在这样。

该村党支部认为，把人居环境整治好，只是第一步。
想要维持好“颜值”，还要靠发展产业，把人气聚集过来。

“村党支部召开群众座谈会，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最后按照不大拆大建，修旧如旧，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
事，把俺村打造成了一个集观光休闲、古玩商业于一体
的商业综合体。”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武广
说，村里有了产业支撑，村民有了营生买卖，才有动力
把村容村貌维持好。

围绕当前和长远，林州市始终把典型示范作为关键
之策，以点带面、以城带乡，全域推进，努力提升林州城
乡的颜值和内涵。该市紧盯十九届五中全会和省委工
作会后乡村振兴战略机遇，将农村环境整治与乡村产业
发展、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有效治理等系统谋划、统筹推
进，不断把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工作推向深入，坚定不移
走好乡村振兴高质量建设之路、实现高水平发展。

不仅林州，安阳市各县级党委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纳入县域经济发展布局，统一谋划发展，实行村级
集体经济发展结对帮扶制度，县乡党政班子成员每人至
少确定1个经济薄弱村作为联系点，加强帮扶指导。

探索开展村企联建、以强带弱等方式，有针对性地
发展“城郊型”“种养型”“资源型”“服务型”等集体经
济，多举措增加收入，为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
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他们研究制定了《县乡村三级党组织书记抓党建引
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责任清单》，深化“凝聚力提升”
工程，认真落实“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等党的组织生活
制度，抓好党员领导干部党支部联系点工作。全面落实

“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提高乡村治理精细化水平，优化乡
镇、村党群服务中心建设，打造环境整治的新标杆。

为了压实责任，安阳市还印发了《关于落实党建引领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若干措施》《关于进一步加强党
建引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氛围营造工作的通知》。

截至目前，全市 1060个汛期受灾村庄已有 1048
个村庄完成垃圾淤泥清理工作，累计开展农村户厕问
题摸排68.9万户，排查各类问题11.05万个，已完成整
改8.1万个，整改率73.6%。

从“你干我看”到“众人拾柴火焰高”，从“低散乱”
到“绿富美”，安阳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从表面上
看，人还是那些人，事还是那些事，但由于把“党建统
领”摆在前面，做实了作风、凝聚了人心、强化了落实。

干群齐心，其利断金。古都安阳，一个个“美丽乡
村”在干部群众辛勤的汗水浇灌下，如山花烂漫，渐次
盛开。一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
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柏油路蜿蜿蜒蜒，修到村民家门口;郁郁葱葱的掩
映下，鸟语花香环绕村居小院;河道内泉水淙淙，一派田
园山居风光。这是安阳县瓦店乡杜庄村给人的第一印
象。每到双休日，都有市民专门来这里“打卡”。

村民都还记得，前几年的杜庄村让人“皱眉头，扭鼻
头”：每到下雨天道路变得泥泞不堪，乱堆乱放、乱丢垃
圾随处可见。别说市民不会来，就连村民自家的孩子一
旦外出工作，也不太愿意回家。

杜庄村变了。这源自瓦店乡在辖区村居开展的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近年，瓦店乡党委、乡政府大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方面整合资金，聘请专业设计施
工团队对古民居进行修复改造；另一方面带领群众整环
境、搞卫生，建成了杜庄村特色小镇。

在安阳，在党组织带领下发生蝶变的村庄随处可
见。近几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走向深入，安阳的大多
数村庄都有了产业支撑，村容村貌也有了很大改观。然
而，由于长期以来的习惯所致，不少村庄的卫生条件改
善力度还不够。比如，村内垃圾清理不到位，交通道路
沿线卫生有死角，弱电线路乱拉乱扯现象突出等。

“安阳要美，农村必须美。村庄的干净整洁是安阳
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是乡愁得以安放的基
础。”今年 8月，安阳市委书记袁家健在农村调研走访时
提出，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是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任务，
要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持续深入推进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全力打造宜居宜业美丽乡村。

一场以党建引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攻坚
战”在安阳全面打响。

为保障安阳市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市
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高度重视、多方审议，建立了
市委党建引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联席会议制度，成
立工作专班，研究制订《党建引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实施方案》（〔2021〕2号），并针对县、乡、村三个层级，
分别制定了党组织书记抓党建引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责任清单，进一步明确了行动目标、推进措施、主体
责任以及有关要求，为各级党组织绘制了“作战图”，形
成了党委带动、支部推动、党员出动、党群互动的工作模
式，建立了常态化调研督导机制，营造出抓实、抓细、抓
好环境整治的浓厚氛围。

今年 8月，安阳市在全市开展党建引领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工作，各级各单位高度重视，迅速落实市委
部署要求，各县（市、区）及时成立领导小组，组建各职能
部门共同参与的工作专班和专项督导组，研究制订工作
方案和责任清单，明确目标任务和措施，层层传导压力，
落实各项要求。

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振兴的战斗堡垒，如何将基层党组
织的优势转化为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强大动力？

各县（市、区）迅速行动、各出妙招。安阳县推行“周
例会、月观摩、季度评比、半年考核”的工作机制，实施“台
账推进”和“督导推进”两手抓工作模式；内黄县开展“我是
干部我先做、我是党员我带头”人居环境大提升活动，以及
深化机关与农村（社区）党支部结对共建“手拉手”活动，动
员党员干部积极投身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滑县将党建引
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与“五清一平一绿化”等工
作相融合，共同推进，对整洁达标村奖励30万元、引领示
范村奖励50万元、富裕文明村奖励80万元；殷都区以“主
题党日”为抓手，大力开展各类义务劳动，引导广大党员亮
身份、争先锋，积极投身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等。

滑县留固镇地处滑县中部，是滑县
的副中心。全镇辖 70个行政村，镇域
总面积11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5.6万
亩，总人口 9.6万，是滑县面积最大、人
口最多的乡镇。

“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留固镇摊
子大、底子薄，说实话，这项工作开展
了好几年，标准不统一、效果常反复，不
少镇村两级干部存在畏难情绪，不愿
干、不想干。”滑县留固镇党委书记王相
月坦言，好在留固“红色基础”厚实，全
镇有87个党支部，3765名党员。

今年下半年以来，镇党委多次召开
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座谈会，多方征求意
见建议，创新实施“1+1+1+x”人居环
境整治模式[即镇党政班子包区、第一
书记（脱贫攻坚指导员）包村、镇村干部
包片、无职党员及联户长包户]和“人居
环境随手拍”有奖活动，进一步统一了
思想，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切实形成
了整治合力。

王相月介绍，他们重点在带头、带
领、带动上下功夫，村“两委”干部充分
发挥“领头羊”作用，从村室周边做起、
从自家胡同做起，2100余名党员群众
按照包片、包组安排，主动认领“胡同
长”，积极发动街坊四邻广泛参与；积极
推行“村事民当家”制度，全镇 70个村

民理事会高效运转，让群众都“动”起
来，构成了党建引领、群众参与的乡村
治理新模式。

“还有 70支党员志愿服务队长期
活跃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一线，形成了

‘做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的良好氛
围。”他介绍，在党建引领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活动中，该镇先后共有15000余名
党员群众踊跃投身其中，累计投入资金
480 万元，其中 186 万元为群众自筹，
动用机械 560辆，清理农村垃圾 2万余
吨，平整村内主次街道 140公里，新增
绿化面积达40万平方米。

乡村要振兴，宜居是前提，支部是关
键。为破解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重视不
够、意识不强、措施不力等制约因素，安
阳市以凝聚力提升工程为抓手，引导村
党组织找准作用发挥的有效切入点，推
动村党组织建设、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与
农村发展深度融合，坚持一村一策，综合
施治；突出示范引领，强化党员身份意
识，推行网格化管理，明确党员责任区，
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定期开展志愿服
务，深入推进机关党支部和农村党支部
结对共建“手拉手”活动，健全落实干部
驻村联户、结对帮扶等服务群众机制。

实施村支部书记“头雁工程”，加大
对新一届村党支部书记的教育培训力

度，市级每年重点培训600名村支部书
记，确保每名村支部书记每年至少接受
1次县级培训、一届任期内至少接受 1
次市级培训。

培育命名 100个党员教育培训基
地（教学点），持续开展“发展党员提质
工程”和“万名党员进党校”活动，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落实好党员积分管
理、无职党员“一编三定”“主题党日”制
度，组织引导党员在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中带头行动、带动群众。

加强对驻村第一书记的日常管理
监督，充分发挥尖兵作用，严格落实调
整召回制度，把派驻村打造成党建引领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示范村。

“感谢党员志愿者帮助我们打扫卫
生。周围环境整洁了，我们的生活会变
得更好，家园也会变得更美丽，今后我
们会更加爱护环境。”韩庄镇北张贾村
村民付大爷笑着说。

汤阴县韩庄镇北张贾村、林州市茶
店镇小坡村、殷都区曲沟镇洪岩村……
处处可以看到党员志愿服务队的身
影。他们在乡村道路沿线、公共场所打
扫卫生，还进村入户，对广大村民进行
环保宣传，呼吁大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营造整洁、优美、健康、和谐的农村
人居环境。

人居环境整治，农村是主战场，村
民是主力军。

几年前，林州市临淇镇临淇社区街
道还是清理垃圾靠风、处理污水靠蒸、
占道经营路难行。如今，街道整洁，绿
树红花点缀，道路两边商铺林立，熙来
攘往。

这个拥有2万余人的乡村社区，有
街面店铺2000余家。在清洁家园行动
中，临淇社区党员干部带头，群众积极
参与，按照“社区→工作区→大街→小
巷→农户”的工作思路，由主到次，由表
及里，由浅入深，层层推进，社区面貌焕
然一新，商贸环境明显提升。

在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林州市通
过广泛开展“全民动手、清洁家园”“五
美庭院”评选、人居环境整治“红黑榜”

“干不干让群众定，干什么让群众选，怎
么干让群众提，好不好让群众评”等活
动，破解了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点多、
面广、成因复杂、整治投入大等问题，在
全市形成“政策引导干、党员带头干、群
众自发干”的良好氛围。

“林州市从县级领导做起，带动干
部、群众自己动手清洁家园，激发起了
全市 116万人民群众建设美丽家乡的
积极性、主动性和精气神。”林州市委负
责人介绍。据统计，该市542个村全部
建立人居环境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制
度，共评选“四美乡村”226个，“五美庭
院”1.6万户。

今年 7月初，林州市被评为“全国
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在农业农村
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召开的全国村庄清

洁行动现场会上，该市作为河南省唯一
的县（市、区）代表参加会议，并作典型
经验交流发言。

安阳市将“大党委”的服务触角延
伸至乡村，进一步促进各机关党组织与
社区党组织、农村党组织共驻、共建、共
融，密切党群关系。充分发挥“党建＋
宣传”作用，党员包干到组、到户，针对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行入户走访宣传，
充分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随着人居环境整治行动的深入开
展，安阳市广大村民纷纷自觉地拿起工
具清理杂草杂物、拆除自家乱搭乱建的
木架、棚屋等。在党员干部带动下，义
工、社工、村民、乡贤等也相继加入到人
居环境整治的队伍中，形成全民参与、
热火朝天的景象。

党建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同频共振

坚持高位推动

党员带头全面激活“红色引擎”发挥“头雁”作用

自己动手清洁家园成为文明风尚广泛动员群众

让美丽乡村“颜值”持续在线

突出“发展”主题

党员志愿者在擦拭村里的党建标识 安阳市委组织部供图

安阳县白壁镇西裴村经过人居环境整治
后，焕然一新，吸引不少游客打卡 赵阿娜 摄

林州市黄华镇庙荒村景色迷人 杨之甜 摄 安阳县瓦店乡杜庄村成为网红打卡地 杨之甜 摄

干净整洁的安阳县瓦店乡杜庄村里，一派欣欣向
荣 杨之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