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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党报权威 市场指南

政策解读

阅读提示

乡村振兴，党建先行。2014 年 5 月，

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工作期间，指

出“乡镇要从实际出发，把改进作风和增

强党性结合起来，把为群众办实事和提高

群众工作能力结合起来，把抓发展和抓党

建结合起来，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

民。”香鹿山镇让党组织站到脱贫攻坚“前

台”，真正带动激发了党员群众脱贫致富

的动力，实现了抓党建和脱贫攻坚工作的

相互促进、有机融合。

在香鹿山镇，党旗飘扬的地方，穷魔

遁形，发展稳健。香鹿山镇半山半川的地

貌形成了川富山穷的现状，全镇有4个贫

困村，贫困户1462户5170人。

“决胜脱贫攻坚战中，香鹿山镇牢固

树立‘大党建统领大扶贫’的理念，按照

‘建好阵地，配强班子，带好队伍，摘掉穷

帽子’的思路，全力推进脱贫攻坚工作，服

务群众。”香鹿山镇党委书记炊为民说。

从2016年起，该镇通过“党建照亮乡

村”计划，扎实开展“四亮两暖”活动，即：

村党支部亮旗帜、组织生活亮规矩、党员

示范亮身份、党建阵地亮形象、便民服务

暖民心、党内关怀暖心窝六大主题内容，

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

和服务群众功能。重视党员户作用发挥，

该镇将脱贫攻坚成效纳入党建考核，对有

致富本领、帮带能力强的党员，每人包1～

2户贫困户，带领群众实现发展产业脱

贫。2018年，该镇对全镇示范带头好的

153名党员中心户进行了重新评定挂牌；

突出党员先进性，对全镇1807名农村党

员安装共产党员户牌；重视老党员、老干

部发挥，村村成立老年协会和红白理事

会，推动移风易俗，为村民办理红白大事

提供服务。

一个阵地就是一面旗帜。香鹿山镇

建成32个新时代“三新”大讲堂和党建

书屋，开展党员读书会、警示教育、培训

活动累计 300 余场次，受益群众达

1.4万余人次；投资20余万元，建成镇级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和3个村级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在党员会议室、党代表工作

室、党群服务中心等活动阵地，悬挂党

旗、党徽，让党旗飘扬，党徽闪亮，引领

乡村发展。

目前，全镇4个贫困村，东韩、樱桃

沟、龙王3个村已于2017年脱贫，留村也

将退出贫困村行列。全镇贫困发生率降

到了1.05%。

不负重托不负重托 让中原更让中原更出彩出彩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好榜样好榜样

宜阳县香鹿山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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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美丽的香鹿山镇区

图②香鹿山镇迷迭香种植基地

图③香鹿山镇万亩花椒基地北留

村，56岁的张婷正在熟练地为已

经挂果的花椒树剪枝压条

实现乡村振兴良好开局，环境整治

是突破口。习近平总书记说：“当前，一

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因地制宜搞好农村人

居环境综合整治，尽快改变农村许多地

方污水乱排、垃圾乱扔、秸秆乱烧的脏乱

差状况。”香鹿山镇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把香鹿山镇打造成山绿、水清、景美、有

特色、有品质的生态宜居地。

望得见青山绿水，记得起美丽乡愁，

这在香鹿山并不是一句空谈。道路畅，街

道靓，村村绿意浓，一步一换景，秀美风光

长卷正徐徐展开。走在赵老屯村，月季飘

香，松柏苍翠；甘棠村内，棠梨满村，绿了

村庄，美了环境，传承了千年召伯文化。

近年来，香鹿山镇先后投入3000余

万元，按照“一村一景，一街一品”的标

准，对全镇31个行政村实施美化、绿化、

亮化、硬化等提升工程。新修建花池

12.16万平方米，花式围墙5000平方米，

粉刷墙壁10万余平方米，栽植花木30余

万株，安装路灯600余盏，街道硬化37公

里，修建污水管网42.5千米，修建村级污

水处理站4个。投资610.83万元，完成7

个村18.885公里通村入户道路。每家门

口一个垃圾箱，清理垃圾有专业保洁……

香鹿山镇持续开展“清洁家园”行动，累计

投入资金3000万元，聘用保洁员326人，

对31个行政村进行全天保洁；购买大型

保洁车8台，投放车载垃圾箱300多个，发

放垃圾箱1.6万余个，垃圾统一收集、清

运，人居生活环境变净变美。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在生态环境建

设上取得新突破，努力把香鹿山镇打造

成山绿、水清、景美，有特色、有品质的生

态宜居地。”田武伟说。为持续提升镇区

品位，2018年，香鹿山镇投资3200万元，

完成了镇区临街房屋立面改造、屋顶改

造、三线入地和供排水管网建设工程，新

增、更新绿化面积2万平方米；对16条背

街小巷，两个集贸市场进行了集中整治

和改造提升；投资200万元，建成香鹿山

文化广场游园，成为镇区的新亮点。

乘坐郑西高铁穿过12公里的香鹿山

镇境内，窗外满目翠绿，令人心旷神怡。

两年来，该镇认真做好廊道绿化工作，投

资1200余万元，完成辖区内12公里高

铁、13公里高速两侧各100米的绿化工

作，栽植观赏苗木4.8万多棵；2018年，该

镇投资1000余万元，在主干道两侧补绿

增绿，新栽植树木8000余棵，新建草坪

绿地5000余平方米。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魂”，

是流淌在田野上的故土乡愁，厚重的乡

风，可以成为乡村振兴的软实力。今年4

月，“群众之家”投入使用，社保、民政、计

生等民生窗口一应俱全，全镇31个行政

村在全县率先实现和镇便民服务中心视

频连接……2018年，全镇建成3座家风家

训馆、4个文化休闲广场、两个文化综合服

务中心，31个行政村的文化服务设施按照

“七个一”标准全部达标。三年来共评选

出村级道德模范1263名，镇级160名，创

建省级文明村1个，市级文明村5个……

香鹿山镇所有行政村将移风易俗纳入村

规民约，建立起红白理事会，实现工作常

态化，社会治理取得的新成效，让群众感

受发展速度和温度，更有获得感。

新时代乡村振兴，不仅要让农村美

起来、农业强起来，更要让农民富起来。

炊为民说：“香鹿山镇将以党建引领全面

发展，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

立足产业，以乡村振兴推动精准脱贫，以

精准脱贫助力乡村振兴，努力实现了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

厚植富民兴村根基，产业振兴是关

键。习近平总书记说：“乡村振兴要靠产

业，产业发展要有特色。”香鹿山镇因地制

宜，发展规模产业，描绘出农业强、农民富

的时代画卷。

香鹿山镇深谙，发展要稳，支点要

准。找准产业支撑，全镇发展驶入了快

车道。丘陵区面积大、十年九旱，发展啥

产业？该镇把目光瞄准了花椒。

乡村振兴首先要破除思想障碍。先

后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代表9批2000

余人次，到陕西韩城市参观学习，并召开

花椒产业发展千人动员大会，炒热干群

思想，营造浓厚氛围，确保了花椒产业规

划全面落实。成立花椒产业发展指挥

部，设立花椒办，高薪聘用技术人员常年

驻镇开展工作，各行政村配备花椒专干，

按照“举龙头、联农户、建基地、兴产业、

深加工、增效益”的工作思路，全力打造

豫西花椒种植大镇。与陕西韩城市金太

阳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由陕西韩城

市花椒研究所提供技术支持，各行政村

成立花椒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社与农

户签订种植协议，在花椒种植中实行“五

统一”措施，即统一规划、统一供苗、统一

技术培训、统一大田管理、统一销售。

5月6日，宜阳县香鹿山镇万亩花椒

基地北留村，56岁的张婷正在熟练地为

挂满果的花椒树剪枝压条……张婷高兴

地说：“我家里有7口人，13亩土地，当初

镇里统一流转土地搞花椒种植，我还不

理解。今年花椒开始挂果，加上套种的

药材，一亩地能收入4000元，这花椒树

就是摇钱树啊！”

目前，全镇已种植花椒4万亩，发展

椒农6220户，建成了镇区连片9个行政村

长达21公里的北环线万亩花椒产业带。

建成万亩花椒示范园，8个千亩花椒示范

园，花椒种植村达到20个。花椒产业共

带动贫困户 920 户，种植面积达 5904

亩。“目前，已完成‘香鹿山花椒’商标注

册，深加工企业入驻镇区工作正在洽谈

中。2020年全镇将形成5万亩花椒产业

基地，香鹿山镇会成为我省最大的花椒

基地。”香鹿山镇镇长田武伟表示。

在做好花椒产业的同时，香鹿山镇

又引进了总占地7889亩的迷迭香三产融

合项目，建成后，可生产迷迭香天然抗氧

化剂等食品化工原料5000吨以上，帮扶

500余户贫困户人均年增收4500元以

上；在叶庄村流转土地4000余亩，发展金

银花、红花、丹参、红提、葡萄等特色农业；

在樱桃沟村大力发展樱桃种植1000亩，

打造千亩有机樱桃采摘基地；在甘棠和樱

桃沟分别建成了两个草莓采摘园，农业产

业化有序推进，经济效益初步显现。

“实现乡村振兴关键要充分激活思想、

土地、生态、品牌等资源，形成联动效应，才

能在区域乡村振兴上取得突破。”炊为民说。

农业强起来农民富起来

乡村美起来乡愁留下来

近年来，我国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快

速发展，在促进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和渔

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个别地区和从业者片面追求经济利

益，出现稻渔综合种养沟坑面积过大、种

养环境不达标、稻米产量偏低、产品抽检

不合格等情况。

因此，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近日发布

关于规范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发展的通

知，要求各地开展全面摸底调查，对沟坑

占比超过标准上限，种养环境、水稻亩产

量或产品质量安全不达标等问题抓紧整

改。

开展全面摸底调查 对存在
问题抓紧整改

通知要求，各地要加强对稻渔综合

种养主体的管理，按照技术指标和要求，

沟坑占比不超过总种养面积的10%，水

稻平原地区亩产量不低于500公斤、丘

陵山区亩产量不低于当地水稻单作平均

单产，对本省（区、市）稻渔综合种养产地

和产品开展全面摸底调查。对存在沟坑

占比超过标准上限，种养环境、水稻亩产

量或产品质量安全不达标等问题的，要

抓紧进行整改。

“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
严格控制沟坑占比和水稻产量

通知明确，各地要对近期拟发展的

稻渔综合种养主体加强指导和监督，以

“稳粮增收”为根本前提，以“不与人争

粮，不与粮争地”为基本原则，对沟坑占

比和水稻产量等指标进行严格控制。

对不符合标准要求的，要及时报告

同级人民政府，会同有关职能部门开展

相应措施，确保新上的稻渔综合种养主

体在沟坑占比、种养环境、水稻产量和产

品质量等方面符合要求。

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不达标
示范区将实施退出机制

通知要求，各地要联合有关职能部

门，对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建立长效管理

机制。对已创建的省、市级示范区要加

强动态管理，实施退出机制，对于达不到

标准的示范区，省级渔业主管部门要及

时取消其称号。

各级渔业主管部门要开展调查研

究，掌握本区域稻渔综合种养发展现状

和潜力空间，科学制定发展规划，因地制

宜，积极有序推进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发

展。

加强支持引导 推动三产融
合发展

通知指出，各地要积极争取政府及

发改、财政等部门的支持，将稻渔综合种

养纳入绿色循环优质高效特色农业促进

项目、扶贫开发等政策支持范围。充分

发挥科研高校推广机构作用，广泛开展

技术指导和培训工作。

积极打造地理标志农产品、水产品

和区域公共产品品牌，促进稻渔综合种

养与美食餐饮、特色民宿、渔事体验、休

闲垂钓和科普教育等旅游业态充分融

合，提升稻渔综合种养经济效益和产业

竞争力。（据农业农村部网站）

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将更规范
严格控制沟坑占比和水稻产量

每一位农民，都希望自己的农产品

一上市就霸占C位化身口碑王。每一

个村子，都有几个手工制作方面的达

人，也就是能工巧匠，他们对传统工艺

的传承与发掘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也

希望自己的一技之长可以转化为经济

价值。

只要你的产品足够优质、外表吸睛、

质量够硬，技术够炫，那么，你的愿望国

家替你来实现！

为大力开发优势特色资源，培育壮

大乡村特色产业，创响一批“独一份”

“特别特”“好中优”的“土字号”、“乡字

号”特色产品品牌，农业农村部乡村产

业发展司拟遴选一批全国乡村特色产

品和能工巧匠，加强宣传推介，扩大影

响。

具体啥样的农产品可以报送，拥有

啥技能称得上能工巧匠？

（一）乡村特色产品。是根植于乡

村，依托特有资源和传统工艺，地域特色

鲜明、乡村气息浓厚、功能属性独特、开

发潜力巨大的产品，包括特色种植、特色

养殖、特色食品和特色手工产品等。

1.特色种植。是指除小麦、玉米、水

稻等大宗农产品，大豆、棉花、油菜籽、

糖料蔗、天然橡胶等重要农产品，马铃

薯、苹果、柑橘等优势农产品之外的小

宗类、多样化特色种植产品，包括特色

粮、油、薯、果、菜、茶、菌、道地中药材、

林特花卉苗木等农产品，以及传承农耕

文明、具有特色种质资源保护价值的农

产品。

2.特色畜禽。是指除猪、牛、羊、鸡

等优势畜禽之外的特色畜禽，包括特色

草食畜、特色猪、禽、蜂等。

3.特色水产。是指除青、草、鳙、鲢

四大家鱼，以及鳗鲡、对虾、贝类、大黄

鱼、罗非鱼、河蟹、斑点叉尾鮰、海藻等优

势水产品之外的其他特色水产品。

4.特色食品。是指用特殊工艺加

工，有明显地域特色、文化内涵、风味独

特的特色食品。

5.特色手工。是指采用传统技艺，

通过手工方式，生产有地域特色、民族特

点、文化内涵的手工艺品，包括特色制

造、编织、剪纸、风筝、陶艺、木器等。

（二）乡村能工巧匠。是指以手工制

作为主，产品开发历史悠久、技艺精湛、

工艺独特，对传统工艺传承发掘、保护发

展、人才培养等有积极贡献的手艺能人，

包括铁匠、铜匠、木匠、篾匠、陶艺师、剪

纸工、年画工等能工巧匠。

如果您符合条件，可以积极与当地

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取得联系，及

时报名。（据农业农村部网站）

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

有关部门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1年本）（修正）》进行了修订，形成

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目录》），并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目录》由鼓励类、限制类、淘汰类三

个类别组成。对于工艺技术落后，不符

合行业准入条件和有关规定的产业，国

家将限制其发展；对于不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严重浪

费资源、污染环境，落后的工艺、技术、装

备及产品，将被淘汰；对于对经济社会发

展有重要促进作用，有利于满足人民美

好生活需要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技术、

装备、产品、行业，将继续大力支持。需

要说明的是，对不属于鼓励类、限制类和

淘汰类，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

策规定的，为允许类，允许类不列入目

录。

据介绍，本次修订的导向是，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

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

在实体经济上，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顺应新一轮世界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支持传统产业优

化升级，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

务业，促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升级，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深度融合；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大

力破除无效供给。（陶蕾）

着手遴选乡村特色产品、能工巧匠
申报工作开始，您可积极报名

产业结构调整鼓励发展啥项目
指导目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全省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打造乡村振兴河南样板，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好经验好做法好典型。好的榜样，
是最好的引导；好的楷模，是最好的说服。即日起，本报开设《乡村振兴好榜样》栏目，将深入报道各地各部门实施乡村振兴过程中
出现的好典型、好榜样。敬请关注。

开
栏
的
话

香鹿山镇是宜阳县的东
大门，也是宜阳县城的新窗口，
全镇总面积122.3平方公里，辖
31 个行政村、154 个自然村、
304 个村民组,总人口 7 万人。
近年来，香鹿山镇先后获得省
级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
革试点镇、全省百强乡镇、省首
批乡村振兴试点镇等殊荣，从

“烂泥村”摇身变成“桃花源”，
美丽乡村建设硕果累累。“省字
号”殊荣缘何接连花落香鹿
山？香鹿山镇如何做好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的“大文章”？带
着疑问，记者走进了宜阳县香
鹿山镇。

党旗飘起来
党员干起来

产业生态融合发展 绘就乡村新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