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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南

没有文化，旅游就没有灵魂；没有旅

游，文化就没有活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明

确提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

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去年以来，我省

大力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着力塑造“行

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加快推进文化强

省建设。

揽山水之幽、得人文之胜。日前，本报

记者深入新蔡县，感受这座豫南小县的文

旅魅力，探寻其如何探索文旅融合发展新

路径，从而打造“魅力水城、繁荣新蔡”文旅

新名片。

“立足自身优势，挖掘潜在动能，‘融’

出文旅文创新天地。”新蔡县委副书记、县

长李勇说，“近年来，新蔡始终坚持高位推

动，高标引领，充分挖掘、利用好文化资

源，着力激活文旅融合动力之源，不断将

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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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晓东 通讯员 田春雨 刘天鹏）“请大
家尽快到岗，认真做好卸货准备。咱们采购的塑料颗粒马
上到达。”11月22日上午，西平县新型包装材料生产基地负
责人范广兴站在仓库门口，手握对讲机，忙着调度指挥。

“这批从海外运来的150吨塑料颗粒，是柏国商务发
展有限公司集采的，由中原银行进行换汇和支付，委托青
岛瑞海铭翔物流进行报关清关。”西平县商务局局长郭莉
说，这些原材料成功实现“海外购”，既降低了产品成本，
又增强了企业防风险能力，是件实实在在的好事。

西平县塑料包装产业起步于20世纪 80年代。经过
近40年发展，该县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塑料包装生产基
地，2021年度行业营收达 64.7亿元，产品国内市场占有
率达50%以上。由于该产业外向型发展不足，虽然每年
进出口贸易频繁，但都是通过国内第三方贸易公司代理
进出口，导致原材料价格高、行业利润薄、外贸数据流失。

“我们曾多次鼓励企业进行原料海外直采，但企业因缺
乏人才、怕担风险不敢尝试，再加上大宗商品价格透明波动
性强，进一步增加了海外采购难度。”西平县委副书记、县长
侯公涛介绍，为破解这一难题，该县在今年3月份成立了国有
平台公司，聘请高端专业人才，积极对接各大贸易公司、物流
公司，经过半年多的凿空拓荒，集采试单取得明显成效。

如今，该县已与新疆亚欧国际物资交易中心进行对
接，探索面向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对外贸易业务。前期优
选出食品盒、网兜、购物袋等包装材料样品，搭乘中欧（西
安）班列发往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撒马尔罕等地海外
仓。下一步，该县还将在塑料颗粒进口、加工贸易、跨境
交易等方面与新疆亚欧国际物资交易中心进行深入合
作，让更多的西平优质产品走出国门。

“目前，我们正在积极谋划建设综合物流园，争取推
动开通‘西平—青岛’的图定班列，进一步为外贸企业降
低物流成本，助力新型包装材料、户外家具等产品更轻快
地‘走出去’。”西平县委书记李全喜表示，从助推企业“海
外购”到促进产品“出国门”，该县将继续“实打实”帮助企
业纾困解难，奋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跨越发展。7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新蔡大力实施文旅活县战略

文旅融合 激活县域发展新动能

本报讯（记者 祁道鹏 通讯员 侯伟峰 李新）日前，
第六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实践创新基地表彰活动在江西南昌市举行。泌阳
县等 51个地区被授予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
践创新基地。作为我省本次唯一入选国家“两山”实践创
新基地的县（区），这是该县继2019年获得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县之后，增添的又一“国字号”生态名片。

近年来，泌阳县依托良好生态基础，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战略，通过河湖治理、生态扶贫、循环农业三个模式，
探索出“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双向转换的“泌阳样板”。

河流变画廊，一条河带活一座城。初冬的泌水河，清
波粼粼，水面上鹭鹤起舞、水鸟浮游，形成一幅流光溢彩
的生态画卷。近年来，泌阳县坚持河流生态治理与沿线
开发并重，生态治理与便民服务协同，将生态资源转变为
经济资源，通过“河湖治理”模式，“四乱”河流变成了百里
画廊，旅游、现代商业和沿河“夜经济”成为新发展亮点。

荒山变果园，一座山带富一方民。在泌阳县马谷田镇
河南村，当地通过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修复，使荒山坡变废
为宝。果农李忠德通过承包果园种植桃、梨等果树，年收益
超过20万元。荒山变果园、沟地变良田，泌阳县每年综合
治理小流域达30平方公里，“生态扶贫”模式全面推广后，
全县新增森林面积约1000公顷，高产园林1万亩，林果年
产值超过3亿元。

废物变宝藏，一头牛拉动一条链。依托夏南牛产业优
势，该县发展牛深加工业，全产业链培植龙头，构建“种—养
—加”循环农业产业链。通过“循环农业”模式，全县养牛共
消耗秸秆400万吨，利用粪量230万吨，消耗林业下脚料48
万吨；累计建成100个母牛养殖示范村，夏南牛产业链受益
群众20万人以上，全口径牛产业链产值实现180亿元。7

泌阳

“青”山“绿”水谱写富民曲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本报讯（记者 祁道鹏 通讯员 王昆明 邢晶）日前，平
舆县郭楼镇芝麻产品加工项目基地开工仪式举行，平舆康
博汇鑫油脂有限公司负责人及项目相关负责人出席仪式。

据介绍，平舆县郭楼镇芝麻产品加工项目计划占地
4000平方米，专供平舆白芝麻原料进行精选、脱皮等精
深加工，为客户提供定制化服务。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加
工白芝麻 1万吨，增加就业岗位 40余个，可带动周边群
众发展白芝麻种植产业，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中原百谷首，平舆芝麻王。”作为白芝麻原产地，平
舆县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不断完善产业
链条，接连培育出“豫芝二号”和“豫芝六号”等优质高产
白芝麻品种。同时该县还积极主动与省农科院开展院县
合作，不断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如今，平舆白芝麻种植面
积稳定在50万亩左右，年出口量1500万公斤左右，种植
面积、总产量、年出口量均居全国县级第一位。

近年来，平舆县高度重视白芝麻产业发展，以科技创新
为动力，持续推进标准化、规模化、机械化生产，白芝麻已成
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五大支柱产业”之一。平舆县郭楼镇芝
麻产品加工项目落成后，也将进一步提升当地白芝麻系列
产品精深加工能力，推动平舆县白芝麻产业高质量发展，助
力县域经济持续增长，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7

平舆

芝麻产业“节节高”
本报讯（记者 杨晓东 通讯

员 付忠于）“政府对我反映的问题
很认真，讲法律、谈政策、说人情，
用最公道的方式解决问题，我现在
心里敞亮得很。”11月 22日，谈起
与邻居宅基地纠纷的圆满解决，家
住汝南县的陈某十分感慨。

今年 3月份，陈某因与邻居存
在宅基地纠纷到县里上访。接访
的汝南县委书记李卫明立即协调
有关部门给予解决。了解到陈某
年事已高、家庭比较困难等情况，
他还特意嘱托乡镇工作人员多关
注陈某的情况，及时提供帮助。

平安建设，是发展之基、民生
之盼。去年以来，汝南县以创新实
施“决胜初访、依法信访、干部下
访”为抓手，深入推进基层社会治
理实践创新，蹚出一条具有地方特
色的平安建设新路。

该县建立县乡村三级风险危机
管控机制，及时精准分析研判，确保
上级社会稳定工作部署在当地落细
落实。注重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解决群众矛盾纠纷，县里专门设立
涉法涉诉信访接待大厅，有律师专
门为群众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对情
况复杂的涉法涉诉案，引导群众积
极运用法律手段、通过法律渠道、依
照法律程序维护权益、化解纠纷。

用好网格这根“绣花针”，穿起
基层治理千条线。汝南 18个乡镇
（街道）全部配备政法委员，调整充
实村（社区）治安主任 136人，配备
3353 名基础网格长，整合规范村

治保会、调解会、治安巡逻队等群
防群治力量，使基层基础工作有人
管、有人干、干得好。按照“一村一
警一法律顾问一支民调队伍”要
求，全县共配备辅警 316 人，选聘
法律顾问 285 人、专兼职调解员
1142 人充实到基层。全面推行

“两代表一委员”参与社会矛盾化
解。今年以来，全县共排查各类矛
盾纠纷 2276 件，调解成功 2266
件，调处成功率99.56%。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
关情。汝南县积极探索创新工作
方式，最大限度把群众矛盾化解在
基层。宿鸭湖街道把预约视频接
访、现场接访、干部下访有机结合，
实现了远程视频接访、领导带班接
访、干部主动下访无缝衔接。汝宁
街道发挥信访联席制度，针对群众
来访问题，实行“一案一卷”台账式
管理跟踪问效。王岗镇则发挥基
层网格员作用，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安全风险
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确保基层

“微治理”撑起“大平安”。
“平安建设关系千家万户，也是

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我们要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
验’，持续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勇于
担当、锐意进取，以一域之稳定为全
省大局之稳定尽责任、作贡献。”李
卫明表示，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践行人民至上理念，切实
做好平安汝南建设，推动县域经济
社会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7

高位推动
激活文旅融合动力之源

立足顶层设计，新蔡把文旅产业纳入
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精准施策，持续发
力。成立文旅工作领导小组，聚焦文旅融
合发展趋势，高标准推进文旅产业规划编
制，以打造豫东南区域性副中心城市、全面
建设“魅力水城、繁荣新蔡”为引领，以文旅
活县为动力，从工作理念、工作机制、产业
布局方面统筹推进，全力把“规划图”“路线
图”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该县将旅游产业作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
龙头，坚持使文旅产业成为统筹城乡发展、加
快转型升级、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发展最具核
心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同时，将全域旅游与
乡村振兴、城镇化建设、旅游示范基地建设有
机结合，确定一批镇、村、点，整合各级各部门
政策资金给予重点扶持培育，逐步建立起全
域游、乡村游、文化游发展标杆，让文化“软实
力”成为文旅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城市因水而兴、因水而灵动。文旅融
合发展，新蔡突出做好“水”字这篇大文
章。汝河、洪河在新蔡交汇，过去十年九
涝，新蔡也被人戏称为“洪水招待所”。如
今，这个洪水多发之地统筹推进水生态修
复和水利建设，将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
水灾害“四水同治”，朝着从“以水为患”到

“因水而兴”的方向迈进。
为变“水患”为“水利”，推动文旅融合

发展，新蔡县投资实施了“五湖四带”生态
水系建设工程，环绕城区总长 49.2 公里。
通过整治水塘、鱼塘、沼泽洼地等，建设东、

西、南、北、中五个湖泊，以沿河的四个景观
带连通，一座城水交融、风景秀美、人水和
谐，宜居、宜业、宜商、宜游的生态水城正以
靓丽的新姿展现。该县也先后获得国家卫
生县城、国家园林县城、省级文明县城、省
级生态县、省级双拥模范县等荣誉称号。

传承文脉
加大文旅资源保护力度

作为千年古县，新蔡承载着厚重的文
化底蕴。新蔡在虞、夏时期为古吕国，春秋
末期蔡国迁国于此，秦朝置县，至今有2200
多年的建县史，境内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葛陵故城、明代文庙大成殿、仁义巷、
金粟寺等历史遗址，是小说鼻祖干宝、近代
民主革命家任芝铭等名人故里。

作为革命老区，新蔡拥有丰富的红色
资源。这里有刘邓大军在敌人强渡汝河时
留下的“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豪言壮语；有
开国少将胡炜将军的故里；有任芝铭创办
的今是中学；有小李庄革命烈士纪念馆、辛
亥革命烈士纪念祠……

文化是根，文化是魂。新蔡县注重传
承文化根脉，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
聚焦丰富文旅资源，切实加大对辛亥革命
烈士纪念祠、任芝铭故居、文庙、金粟寺、子
路问津处、吕蔡故城等遗迹旧址修缮保护
力度，做好小李庄革命烈士纪念馆等红色
遗址的建设、提升，开展多种形式的主题实
践和研学活动，做到有效保护、合理开发，
确保新蔡历史文化资源得到永续传承，擦
亮厚重新蔡、红色新蔡历史文化名片。

新蔡县有稀有剧种“杠天神”“扁担戏”

等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使其不断绽放
新光彩、焕发新活力，该县编制实施非遗保
护传承弘扬专项规划，把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好传承好。

作为“河南省杂技之乡”，新蔡县杂技
艺术表演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全县有各
类杂技表演团体60多个，从业人员2000多
人，全国各地 90%以上的杂技表演团队中
都有新蔡人。在文旅融合发展中，该县成
立了新蔡县冰上职业艺术学校，大力打造
杂技品牌，力促杂技“资源优势”向“产业优
势”转变。新蔡冰上杂技多次在国内外演
出，曾登上央视春晚舞台，屡获国内、国际
杂技表演大奖，成为享誉全国的艺术品牌。

文旅活县
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

新蔡县以全域旅游为导向，优化旅游
空间布局，推动文化寻迹、观光农业、康养
休闲融合发展，红色游、文化游、景点游、乡
村游协同推进。围绕“五湖四带”生态水系
建设工程、任芝铭故居、辛亥革命烈士纪念
祠、文庙、子路问津处等旅游景点，全力打
造一批精品旅游线路。抢抓政策机遇，重
点围绕“文旅+康养”，发挥地热资源和水生
态优势，开发建设东湖温泉康养度假区，打
造文旅康养品牌。

以文旅活县为载体，该县不断推动产
业融合发展、提升文旅品牌。作为仪狄造
酒文化的发源地，新蔡县被授予“仪狄文化
之乡”。该县蔡洪坊酒业依托 3000多年的
蔡酒文化，打造文化产业品牌，创建 3A级
旅游景区——蔡洪坊酒业酒文化园。到这

里，不仅可看到酿酒工序流程，品尝地道的
原浆白酒，还能了解新蔡酿酒历史文化，增
强工业旅游吸引力。如今，蔡洪坊酒业酒
文化园已成为新蔡游的新晋打卡地。

文旅融合开新景。新蔡县以节会为
媒，相继办好新蔡名吃评选暨烧饼大赛、
顿岗稻香节、关津菊花节、弥陀寺辣椒节、
陈店高粱节等文化旅游节会活动，让文化

“美起来”，产业“强起来”，推动旅游产品
由观光型向文化体验、休闲度假等复合型
升级。

文旅一业强，带动百业兴。新蔡县以
激活文旅赋能“催化”发展动能，推动产业
升级，为新蔡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引擎新动
力。目前，佳诺威、花花牛、奥田电器等一
批大项目建成投产，投资 10亿元的亚特重
工、5亿元的浙江锻压等 20个重点工业项
目相继落地，该县已形成以花花牛乳业、龟
鹿药业为龙头的食品药品产业集群，以佳
诺威木业、奥田电器为龙头的现代家居产
业集群，以亚特汽车产业园、浙锻机床为龙
头的智能装备产业集群。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要持续做
大做强文旅产业。”新蔡县委书记邵奉公表
示，下一步，新蔡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
引，坚定文化自信，充分发挥文化资源禀赋
优势，放大文旅叠加效应，全面提升文旅融
合内涵，有效提升新蔡的知名度、美誉度和
影响力，为魅力水城、繁荣新蔡建设注入强
劲动能。7

西平

企业“海外购”产品“出国门”

聚焦基层社会治理

本报讯（记者 祁道鹏 通讯
员 胡瑞琪 李海波）“小区广场个
别健身器材螺丝有些松动，必须
及时整修”“小区北侧缺少垃圾
桶，建议增放”“场所码做大一些，
方便大家扫”……几天前，在正阳
县真阳街道陈庄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会议室，40多名辖区“智囊团”
成员你一言我一语，围绕小区安
全、环境提升、防疫值勤、社区养
老等事项群策群力，建言献策。

“我们在创建‘五星’支部的过
程中，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由
驻区单位党组织、‘两新’基层党组
织、联系单位党组织、企业商户代
表、党员居民代表等40人组成‘智
囊团’定期召开社区大党委区域化
党建联席会议。”陈庄社区党支部
书记闵拥刚介绍，“智囊团”组成
后，充分吸收各方意见建议，把社
区治理的“金点子”汇集起来，再通
过集体讨论优化实施，不仅提升了
基层治理工作的科学性，还激发了
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

渐寒的初冬挡不住庞桥社区
人民的热情，周末，社区举办的职
业技能培训课堂座无虚席。庞桥
社区现有党员 61 名，在推进“五
星”支部创建过程中，社区采取小
区党支部书记和业委会主任一肩
挑、党员小组长兼任楼栋长或单
元网格长等办法，引导 20多名有
特长的党员代表加入 4支活动队
伍中，组织群众开展技能培训、文
艺表演、篮球比赛等社区活动，以

活动为载体让群众生活更加多
彩，党心民心更加凝聚。

实现凝心聚力、顺意民心——
顺心“绿”，创建“共建共享星”；做
到守望相助、民心得安——安心

“蓝”，创建“平安法治星”；力求精
益求精、服务暖民——暖心“橙”，
创建“幸福和谐星”；致力优化服
务、惠及商企——惠心“紫”，创建

“宜业兴业星”；立足固本强基、党
群凝聚——聚心“红”，创建“支部
过硬星”。陈庄社区创新推进“‘五
星’支部、五彩社区”行动，号召大
家创“五星”、绘“五色”、得“五心”。

叔度社区在“五星”支部创建中
突出党建在养老事业中的引领作
用。在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成立党支
部，打造“乐龄党建”品牌，叫响“党
员靠前，服务当先”等口号，开展集
老年文化和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特
色养老”服务。“我们成功举办了社
区老人春季、秋季运动会、‘我的父
亲母亲’关爱行动等大型活动。运
营以来，中心服务老人1200多名，
60000多人次，使老年人幸福感、安
全感、获得感得到不断提升。”叔度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负责人王京说。

自“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开展
以来，正阳县在 14个城市社区中
积极探索创新治理机制，发动
2000余名党员参与社区治理，搭
建完善 120 个为民服务平台，以
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为目标，全面
激发社区治理新活力，奏响了基
层治理“协奏曲”。7

驿城区加强冬季麦田管理，组织专家技术人员深入田
间地头，现场指导传授管理技术。目前全区70万亩冬小
麦长势良好。图为该区诸市镇小麦种植大户使用大型机
械浇水喷洒农药。7 米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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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水城、繁荣新蔡。

▶新蔡县市民之家广场成了群众休闲的好去处。均为宋超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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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晓东 祁道鹏 本报通讯员 宋超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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