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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协同”起高峰
——西峡县城乡一体高质量发展纪实

●● ●● ●●

美丽经济，打造特色产业兴旺西峡强基

美丽环境，打造碧水蓝天纯洁西峡赋能

漫步西峡大地，“村村有美景，处
处皆画卷”。10 月 24 日，笔者走进
西峡县五里桥镇土槽村，眼前绿意盎
然、水流潺潺，来自乡村的清新与宁
静扑面而来。特别是村口的湖心岛
波光粼粼、步道曲径蜿蜒，漫步岛上，
宛如徜徉在湖心公园。

然而就在三年前，土槽村还是省
定贫困村，河道里还是垃圾堆积、杂
草丛生。该村运用“四议两公开”工
作法，通过争取项目支持、北京顺义
区马坡镇对口援建等办法，多方筹资
对8公里河道进行清洁治理，修护堤、

建河塘，涵养了水源，净化了水质。
与此同时，该村组建“党员志愿

服务队”，常态化开展河道巡查、河道
保洁、漂浮物处理等专项整治工作，
还经常走村入户宣传垃圾分类，给村
民们分发垃圾桶，宣讲垃圾分类的好
处。如今，河道淤泥整治了，河水变
得更清澈。

“现在村里有了大变化，房前屋
后变得又干净又整洁。环境变美了，
愿意留在村里的人也变多了，每天前
来休闲游玩的城里人也逐渐多了。”
村支书谢双定介绍，目前村里办起了

农家乐、土特产超市，每到双休日、节
假日还经常出现堵车的现象，这里成
了远近有名的“网红打卡地”。

近年来，西峡县始终坚持扛稳南
水北调“保水质、护运行”政治责任，
完善生态保护格局，以保护“美丽环
境”、打造“纯洁西峡”为主线，坚持源
头治理、过程管控、标本兼治、铁腕治
污，打赢“碧水、蓝天、净土”三大保卫
战，空气、水环境质量位居省市前列，
确保一渠清水永续北送。

强化源头治理，严守第一关口。
严把规划源头，从严划定“生态红线、

环境质量底线、资源消费上限”，严守
“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
求。严把审批源头，从严执行《国家
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
单》。严把生产源头，坚决淘汰污染
落后产能，依法取缔环保不达标项
目，关停搬迁涉污企业 233家，数量
全省第一。

强化综合治理，打赢三大攻坚
战，发展绿色循环农业，持续推进化
肥农药减量化行动，抓好“控水、减
肥、减药”，建设“水肥药”一体化示范
园区，农药和化肥减量10%以上。

“去年，我刚从山里搬到村口，盖
起了两层小楼。今年，一条8公里的
环线公路从我家门口修过。我准备
把院子修整一番，搞个农家乐！”10
月 26日，西峡县五里桥镇稻田村的
谢国林正在自家小院忙碌着。

只见石墙灰瓦、修缮一新，黄灿
灿的玉米挂满大门两侧，屋顶覆盖的
秸秆将农家小院装饰得颇具乡土气
息。谢国林收拾着院子，脸上绽放出
灿烂的笑容：“我们村离县城距离近，
生态环境好，不愁没人来！”

在西峡，越来越多的群众端起了
“绿饭碗”，吃上了“生态饭”。

西峡县始终坚持把森林涵养水
源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实施生态立县
战略，以构筑“美丽生态”、打造“森林
西峡”为主线，推进全域森林生态建
设，倾力打造青山常在、秀水长流、绿
地成荫的美丽西峡。

坚持红线管治，筑牢生态安全屏
障。按照“一张蓝图、一套标准、一个
系统、一套制度”，建立弹性和刚性相
结合的管控体系，构建“五区三带”生

态空间保护格局。
坚持植树造林，构筑全域森林。

全力推进国土绿化提速行动，构建
点、片、带、网相结合的绿色生态建设
体系。近五年森林覆盖率由 76.8%
提高到 80.35%，全县林地面积 410
万亩，被评为全国造林绿化先进县，
荣获省级森林城市。

坚 持 自 然 保 护 ，构 筑 原 始 森
林。构建生态自然保护区体系，按
照“应保尽保”的原则，建设伏牛山
自然保护区、恐龙蛋化石群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大鲵省级自然保护区、
伏牛山国家地质公园和寺山国家森
林公园等 5 个自然保护地，总面积
1164.84平方公里，占县域面积比重
为 33.72%。

坚持“四水同治”，构筑清澈水
系。统筹做好水资源利用、水生态
修复、水环境治理、水灾害防治等

“四水同治”；推进水资源利用工
程；投资建设鹳河生态文化园项
目、鹳河生态修复、东坪河治理等
重点工程。

深秋的西峡叠翠流金，大

山深处村落静美。山、水、园、

林浑然一体，绿色城镇与生态

经济交相辉映，一幅幅产业强、

环境美、生态优、城乡富的美好

画卷在龙乡西峡徐徐展开......

西峡县地处伏牛山腹地、

豫鄂陕三省交界，是南水北调

中线面积最大的县级水源涵

养区。

省十一次党代会指出，推

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近年来，西峡县认真

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

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始终把水质保护作

为第一政治任务，把组织建设

作为第一保障，充分发挥党委

统揽全局、科学决策、协调各

方的作用，坚持全域美丽、全

境文明，走出了一条经济、环

境、生态、城乡“四美协同”高

质量发展路子。跻身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全省乡村

振兴示范引领县、全省人居环

境改善先进县。

美丽生态，打造绿水青山森林西峡使命

建设美丽城乡，打造全域风景文明西峡铸魂

宜居山乡显魅力 封德 摄

生态西峡鹳鸟飞 张荣华 摄

丰收的季节，猕猴桃、香菇陆续进入
收获期，收获的喜悦、红火的销售都书写
着一个个产业兴旺发展的鲜活故事。

10月 25日，地处豫西南边陲的西
峡县西坪镇东官庄村家家户户都在忙
着摘香菇、剪香菇、烘香菇、卖香菇，连
空气中也弥漫着淡淡的菇香。

该村党支部书记赵炎忙得不亦乐
乎。从回乡创业青年到农村致富带头
人，他借助西峡产业发展造福了一方
百姓。

2012年，赵炎放弃了广州年入百
万的事业，毅然回到家乡投身乡村发
展的主战场。借助于西峡县委、县政
府建设“百公里香菇、猕猴桃长廊”的
有利时机，他瞄准香菇、猕猴桃两大优
势产业进行二次创业。致富后他发动
本村群众成立了香菇购销合作社，带
动贫困户 10户 32人发展产业。2014
年的村级“两委”换届选举中，赵炎高
票当选东官庄村党支部书记。

为造福群众，他一手推动了豫鄂
陕·香菇汇香菇交易市场中心的建设，
该市场占地总面积135亩，年交易额可
达60亿元左右。“再有半个月就进入香
菇交易旺季了，这个市场就能解决村里
三四百人的就业问题。”赵炎说。

在东官庄人眼里，赵炎是他们的
主心骨，而在赵炎心中，产业发展才是
乡亲们的致富金钥匙。

香菇、猕猴桃、中药材是西峡发展
的三大主导农业集群。近年来，西峡
以发展“美丽经济”、打造“兴旺西峡”
为主线，着力构建“333”现代产业体
系，发挥绿色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特
色产业优势，升华为出色品牌优势，探
索形成“绿色+特色+出色”产业发展
模式。

发展生态农业，做大做强“菌果药”
三大主导农业集群。自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开始，积极探索利用沟壑林木资源
发展香菇等食用菌产业，利用丘陵地带
发展猕猴桃等林果产业，利用山地发展
山茱萸等中药材产业，逐步形成了“果
药菌”三大特色主导农业。近年来，该
县领导一任接着一任干，继续专注推动
香菇产业实现“三级跳”升级，猕猴桃产
业高端化和中药材产业标准化系列化，

“菌果药”年综合产值260亿元，贡献了
农民纯收入的80%。

位于 5A 级景区老界岭脚下的太
平镇东坪村别开生面的农家宾馆厨艺
擂台赛如期举行，来自全村 106 家农
家宾馆的厨师现场烹饪出 424个独具
山区特色的菜品接受游客品评，这是
该村党支部吸纳老界岭文旅公司、财
富置业等 13 个驻村企业和相关单位
成立联合党总支，下设产业发展、文化
旅游等 5个专班，推进经营秩序规范、
提升接待服务水平，探索实现全域党
建与旅游开发深度融合的有益尝试。

西峡县牢固树立全域党建工作理
念，打破条块、隶属限制，推行以“组织
相加—工作相融—党建引领—共享共
赢”为主要内容的全领域基层党建融
合发展模式，推动基层党组织从“单兵
突进”向整体提升转变，党建工作由

“单打独斗”向深度融合转变。

“操场争先好多年，党员群众勇
争先。户户家风有底蕴，妇女能顶半
边天……”10月 23日，熟悉的乡音在
西峡县西坪镇操场村文化大院回
荡。今年71岁的非遗传承人余新华
带领群众将西坪民歌进行改编创作
并广泛传唱。

唱乡风文明、颂党的温暖，西坪
民歌以流畅明快、极富生活气息的特
点融入了西坪镇和周边区域群众的
文化生活中。近年来，西峡县按照中
央、省、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根本，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活动，深入开展公民道德建设工
程，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培养和弘扬
时代新风。

建设“美丽城乡”，打造“文明西

峡”。该县坚持以城带乡协同发展，
构建中心县城为龙头、特色乡镇为支
撑、美丽乡村为节点的城乡一体化融
合发展新格局，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0%，特
色小镇和美丽乡村星罗棋布，展现出
全域风景、全域旅游的美丽画卷。

稳步建设特色美丽乡村，彰显乡
愁魅力。举全县之力稳步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坚持
规划先行，实施乡村振兴“1119 计
划”，一批特色乡村成为乡村振兴中
的冉冉新星。

建设特色产业小镇，彰显集聚效
应。协调推进香菇小镇、猕猴桃小
镇、蜂蜜小镇、避暑养生小镇、文旅小
镇、恐龙小镇等特色小镇建设，成功
创建 5个“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5

个全国文明村镇、2个全国特色景观
旅游名镇、2个全国环境优美小城镇
等。

建设特色文明城市，彰显秀外慧
中。围绕“区域中心城市、文旅休闲
城市、山水生态城市、全国文明城市、
创新创业城市”等五大定位，坚持“以
水润城、以绿荫城、以文化城、以业兴
城”，着力建设产业新城和山水园林
城市，建设环县城国家森林公园。全
面实施城建提质工程和城市更新，近
年来，累计投入近50亿元，实施了一
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补齐了城
市“短板”。建设人文城市，着力建设
教育名县、区域诊疗中心、文体中心，
基础教育质量稳居省市前列。

群山环绕、村庄秀美、瓜果飘香，
一座座小康住宅整齐排列，一条条产

业路四通八达，一个个产业基地上，
优质绿色的果蔬、药材通过便捷的路
网、快速的物流运往省内外……如今
的西峡，一幅绿意盎然、活力迸发的
生态画卷正徐徐展开，“四美西峡”日
新月异，未来可期。

“西峡县已初步形成了山清水
秀、天蓝地绿、路畅景美、和谐有序
的城乡融合发展新局面。今后，我
们将按照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
的‘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继
续围绕‘四美西峡’定位，打造宜居
宜业、宜商宜游新西峡，注重内外
兼修，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提
高城乡颜值，加快城乡一体高质量
发展！”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西
峡县委书记周华锋说。

绿水青山生态美 张浩军 摄

美丽山乡入画屏美丽山乡入画屏 陈思远陈思远 摄摄

产业富民绽笑脸 靳义学 摄

唱出幸福新生活 刘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