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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峡县 生态底色描绘乡村振兴锦绣画卷

鹳水逶迤去，伏牛相向开；山高梦萦绕，千里解乡愁。
秦风楚韵，人杰地灵。这是一片神奇美丽的土地，因山而秀美、因水而灵动、因文化而厚重。“陆通秦

晋、水达吴楚”“商贾云集、百货风行”的昔日繁华造就了西峡纯朴的民风，孕育了“龙乡人”勤劳的特质，塑
造了西峡人民开拓进取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如今，勤劳智慧的47万西峡人民在“生态经济化、经济生
态化”发展理念的引领下，立足于建设“豫鄂陕结合部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南水北调核心水源涵养区、健
康中原核心功能区、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发展定位，正以百倍豪情、百倍信心、百倍干劲，在这片神奇的土
地上奋力描绘乡村振兴的锦绣画卷。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西峡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嘱托，始终坚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努力探索“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社会
参与、整体推进、全面振兴”的建设机制，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
全面发展，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收获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该县
先后获得全国文明城市、全国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中国天然氧吧、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县、全省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先进县、全省生态县、全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先进县等殊荣。

“去年，我家山茱萸收入6000元、种香菇收

入20000元、到户增收补助7500元，其他收入

3000元，现在已顺利脱贫了。这得益村党支部

和驻村工作队的扶持引导！”在西峡县石界河镇

通渠村南沟组，刚刚脱贫的贫困群众马建明掰着

手指头给记者算收入，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经过

近年来的合力攻坚，全镇贫困发生率由过去的

12.8%降到1.92%，扶贫攻坚成效保持全县先进，

这是我们凝聚合力抓党建的结果。”该镇扶贫办负

责人介绍。

石界河镇扶贫工作是该县抓农村党建促脱

贫、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该县结合正在开

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促使基层党

建与脱贫攻坚同部署、双推进，激励广大党员干部

投身扶贫一线，让鲜艳的党旗在脱贫路上高高飘

扬。该县为贫困村、软弱涣散村选派84名驻村第

一书记；实行县处级领导包乡联村、县直单位包村

联组、驻村工作队包村联户、第一书记驻村、企业

包贫困村“五项帮扶机制”；在圆满完成了村（社

区）换届选举的基础上，深化村支书专职化管理，

新命名表彰标兵村支书12人，红旗村支书19人，

优秀村支书17人；投入500万元改造提升了党群

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全县299个村（社区）全部达

到了规范要求……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筑牢

了脱贫攻坚的党建基石。

夯实基层阵地，筑牢战斗“堡垒”。全年投入

党建经费5000余万元，设立服务群众专项基金，

多方筹资460余万元，帮扶困难群众3200多户，

通过整合项目资金、推行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扶

持集体经济项目127个。农村党建为乡村振兴注

入了原动力。

秋日的八百里伏牛山浸染在五彩斑斓的“童

话世界”，与美丽乡村互融互生、相得益彰，成为

乡村振兴最厚重的一抹底色。“我们坚持把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建

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把强

县和富民统一起来、把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把

城镇和乡镇贯通起来，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

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让全县父老乡亲在乡

村振兴中收获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谈及乡村振兴之路，西峡县委书记、县长周华锋

信心满满。

□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杨文甫封德

号角声声，催人奋进。推进乡村振兴绝不是

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完成的，幸福生活是实实

在在撸起袖子加油干出来的。西峡县坚持把乡村

振兴作为“一号工程”来抓，明确提出农业强、农村

美、农民富的总目标和产业覆盖所有村、卫生覆盖

所有户、文明覆盖所有人“三个全覆盖”的总要求，

在全县范围开展环境美、田园美、村庄美、庭院美

的“四美乡村”创建行动，打造独具山区特色的“西

峡模式”“西峡样本”。

时不我待，岁不我与。该县始终以最强的班

子统领，成立高规格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县委

书记、县长亲自指挥调度，定期召开县委常委会

议、县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部署乡村振兴工作；

实行县、乡、村、组四级联动，建立改善人居环境、

四水同治、乡风文明、乡村治理等八个工作专班，

坚持每月例会、每季度专题推进会等制度，把乡村

振兴纳入高质量发展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作为

检验干部能力的主战场、赛马场。西峡的乡村振

兴，由此注入了磅礴动力。

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西峡县坚持乡村规

划引领，编制《西峡县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9-2022）》和村庄规划、产业规划、乡风文明

规划、乡村治理规划等专项规划，全面启动“1119

计划”，面上实施10个振兴工程，片上建设10个

示范片区，点上打造19个市级示范村，形成点、

片、面结合，以点带片、以片带面的发展格局。

始终同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该县四大

班子领导经常深入山乡村寨、田间村头，指导协调

项目建设，一批村庄的基础设施得到提升，让更多

的村庄成为充满生机活力和特色魅力的富丽乡

村。一举建成312国道百公里猕猴桃长廊、鹳河

百公里香菇长廊、208国道旅游长廊三大美丽乡

村环线。采用政府购买服务形式，与深圳龙澄

公司合作开展农村垃圾清扫和转运处理；采用

PPP模式，启动实施投资7亿元的289个行政村

村容村貌整治工程。近三年来，全县新创国家

卫生乡镇4个、全国文明村镇2个，二郎坪镇跻

身全国美丽宜居小镇，中坪村荣获全国美丽宜居

示范村，太平镇跻身全国首批特色小镇，东坪村荣

获全国美丽宜居村庄，丁河简村获评中国美丽休

闲乡村……一幅幅宜居宜游、美轮美奂的山水田

园画卷正徐徐展开。

秋风送爽，硕果飘香。沿312国道一路西行，

映入眼帘的是道路两旁绵延上百公里的猕猴桃长

廊。正值收获的季节，一行行、一排排的猕猴桃果

树藤蔓遮日，树上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子。

在丁河镇茶峪村千亩果园里，种植大户范喜

泽正忙着摘果子。“一亩果园的收入，超过了10亩

农田。有了猕猴桃这一支柱产业，也就有了稳定

可观的经济收入，脱贫致富有保障了！”他边摘果

子，边向记者介绍，在政府的支持下，全村80%的

耕地都种上了猕猴桃，亩产效益逾万元，猕猴桃已

成为名副其实的“致富果”。

得益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自然条

件，西峡是公认的猕猴桃最佳适生区。早在20世

纪80年代，该县审时度势，把猕猴桃产业作为调

整农业产业结构的主导产业来大力培育，着力把

猕猴桃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目前

全县已获得绿色认证基地3万亩，有机认证和认

证转换期基地3000亩。

每发展一亩猕猴桃，县财政补贴500元，制杆

拉纤、水利配套、项目分解等优惠政策予以倾斜，

种苗上由县林业局提供，技术上由政府培训指导

……在政府强力扶持下，西峡的猕猴桃产业迅速

发展壮大，已建成312国道沿线百公里猕猴桃长

廊。华邦公司、果然风情公司、西树公司带动全县

十余家企业从事猕猴桃果汁、果干、果酱、果酒、冻

干果粒等精深加工，形成完整的猕猴桃产业集

群。稳中有升的猕猴桃价格，让全县10万名果农

尝到生态种植的甜头，全县每年新发展的猕猴桃

种植基地都在一万亩以上，总规模达到13.5万亩，

产量7.8万吨，综合社会效益达到22亿元。

与猕猴桃一样，拥有支柱产业地位的还有西

峡香菇。“西峡始终推行香菇标准化种植，所产菇

品无公害、无农药残留，符合出口免检标准，深受

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消费者的欢迎。”在西峡做了20多年香菇生意的

新高山菇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福建客商尤金桂告

诉记者，“西峡香菇甲天下”实至名归！

西峡是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典型深山

县，土地的制约因素迫使该县必须转变农业生产

观念，发展现代高效农业是唯一出路。西峡香菇

从2005年开始走出国门，出口货值由当年的不足

300万美元提升到2018年的11.8亿美元，创造了

14年增长了近400倍的奇迹，西峡香菇已经连续

5年领跑河南食品农产品出口，累计出口创汇53

亿美元。

西峡以工业理念经营农业，把农田变成车间，

实施标准化生产，采用“公司+基地+合作社+农

户”的生产经营模式，对农产品实行统一育种、统

一管理、统一收购，强力推进无公害有机种植。投

资2000万元建立了猕猴桃研究所和食用菌科研

中心，制定了香菇、猕猴桃生产技术规范，与中国

林科院、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权威

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推广生态有机种植。宛

西制药投资1000万元，在8个主产乡镇建立山茱

萸GAP基地，公司为农户提供技术和农资支持，

实行保护价收购。

截至目前，全县已发展无公害山茱萸22万

亩、猕猴桃13.5万亩、香菇产量20万吨，有30多

种名优产品叫响国内外市场。山茱萸、猕猴桃、香

菇荣获“中国地理标志产品”，跻身国家生态原产

地保护产品行列。数据显示，香菇、猕猴桃、山茱

萸三大特色农业年产值达51.5亿元，对西峡农民

人均纯收入的贡献份额超过65%。

“以前我们家三个劳力都在外打工，四处奔波、受尽苦累也挣不了几个钱。

自从老界岭景区搞深度开发，游客也多了，俺们全家都回来办起了农家宾馆，吃

上了‘旅游饭’，一年下来收入30多万元不成问题，这比外出打工强多了。”谈起

旅游扶贫给全家生活带来的变化，西峡县太平镇东坪村“界岭6号”农家宾馆老

板尹青云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由贫困户到依靠旅游致富，尹青云脱贫的经历缘于该县强力实施的全域旅

游战略。西峡县是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涵养区，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76.8%，是

全省第一林业大县，具有独特的生态资源优势。虽然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

“小而散”“同质化”的问题严重制约着西峡旅游的持续健康发展。该县聘请河

南省社会科学院等权威机构编制《西峡县乡村旅游发展规划》《西峡县扶贫搬迁

三年行动计划》《西峡县产业扶贫规划》等配套文件，着重把发展乡村旅游纳入

其中，启动了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致力打造县城东部特色农业观光、北部

沿208国道旅游配套服务和北山四乡镇移民新村建设“三条环线”。

“没有政府的支持，我们村的农家宾馆就不可能形成现在的规模，贫困群众

也不可能这么快就脱贫致富。”东坪村党支部书记吕振华介绍说，为支持发展旅

游脱贫致富，县里出台优惠政策，在用地、用电、用水、税费等各方面给予帮助和

扶持，县相关职能部门，对路网、通信、用水、供电、标识标志等基础设施一次性

免费配套到位。该村拥有界岭山庄、休闲山庄、度假村等56家不同风格的农家

宾馆，全村三分之二的群众都办起了农家宾馆，村民年人均收入达3万元以

上。近年来，全县累计用于景区沿线旅游基础设施的投资达4亿元。

乡村旅游成为脱贫攻坚的“急先锋”。突出山水观光、特色餐饮、山地避暑、

农游采摘、民俗体验等不同主题，与脱贫攻坚和全域旅游同步谋划了丹水恐龙

小镇、丁河猕猴桃小镇、双龙香菇小镇、太平镇避暑养生小镇等4个特色小镇，

打造了东坪、中坪、黄狮、鱼库等10个特色乡村旅游示范点，全县已建成乡村旅

游专业村21个，带动6个乡镇、1.5万农民吃上了“旅游饭”，年综合效益超过4

亿元。

五里桥镇前营村白庙，自然山水与田园文化交织交融，古朴民风与现代产

业相生相促；

双龙镇化山村，美观整洁的农家别墅鳞次栉比，让人如同置身静谧优雅的

异域小镇；

太平镇鱼库村，大自然的生态本色，展现的是一幅宜居宜游、美轮美奂的

山水田园画卷；

……

一个个乡村脱胎换骨、容光焕发，一张张“美丽面孔”或妩媚多彩或淡雅清新，

竞相展示着生态西峡的动人“颜值”，谱写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华美乐章。

要“颜值”，更要“气质”。该县围绕创建国家生态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

目标定位，统筹抓好森林生态、流域生态、农业生态、城市生态“四大生态”建设，加

强水源保护区生态环境治理，实施13条河流重点河段综合治理工程，投资4.6亿

元在鹳河和淇河沿线实施了11个乡镇污水处理厂、12个乡镇垃圾处理场建设工

程，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81.88%，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60.84%。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县财政每年投入2000万元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采取PPP模式，投资6亿元推进农村道路硬化、文化广场建设、农村亮化

工程、农村污水治理、公厕改造、河道治理等十类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环境实现

“绿、洁、畅、亮、美”，创成河南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达标县。投资7.9亿元完成了

34个工业点源污染整治、20家企业排污口整治、28家餐饮企业污染整治，封堵生

活排污口58个，8个地表水监控断面达标率100%，鹳河出境水质达标率100%。

截至目前，全县已创成全国文明村镇5个、国家卫生镇5个、国家级特色景

观旅游名镇3个，全国特色小镇、全国美丽宜居小镇、全国美丽宜居村庄和全

国美丽宜居示范村、全国美丽休闲乡村各1个，省级美丽乡村试点村12个，初

步形成了“生态美、产业美、人文美、环境美、和谐美”的农村新形象。

点击鼠标，优质农产品便可从田间地头直抵

城市餐桌，曾经的空心村，一家家网店如雨后春

笋，打开了农村发展新空间……近年来，西峡县引

爆“互联网+”计划，融入网上“一带一路”，建立村

级邮政站点299个，全面疏通工业品下乡、农产品

进城双向流通渠道。

“一斤玉米糁能卖180元！”在西峡县电子商

务产业孵化园的特色产品超市，桑坪镇杨家墁农

场创始人杨康峰举着手中的一包玉米糁说，如果

没有电商，产自西峡县深山中可当种子的老玉米，

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惊艳到世人的味蕾，卖出令人

咂舌的高价钱。

在西峡县电子商务产业孵化园，有总销量

居 2018 年全国生鲜第一的京东西峡馆，还有

电商上市企业草帽兄弟电商公司，而阿里巴巴

国际部则服务西峡县 40多家生产企业，把他

们的产品销往东南亚、欧盟等 30多个国家和

地区。

位于大山深处的双龙镇双龙村，2017年被阿

里研究院授予中国“淘宝村”称号，依托阿里巴巴

淘宝大学闪讯商学院的技术优势，整合双龙香菇

企业及上下游产业链，实行“行业门户+商城”模

式，打造中华香菇网，累计举办培训29期，培训学

员2600余人，开办网店350家，实现网络销售1.2

亿元。

按照“政府推动、市场运作、资源整合、扶贫

兴农”的思路，该县坚持把电子商务进农村改革

试点工作融入“智慧西峡”建设，投入4000多万

元，建成总面积1.5万平方米的西峡电子商务产

业孵化园，为当地农副产品上线创造条件，助推

企业开展网上销售，目前已吸引包括苏宁易购、

天猫、京东在内的70家企业入园。以电子商务

进农村工程为载体，开创“互联网+产业扶贫”模

式，优先安置60余名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就地或

就近到电商企业工作，在米坪镇赶仗村等地开展

“京东电商产业扶贫”试点，由京东西峡馆按每袋

高于市场价0.5元的价格统购贫困户香菇菌棒，

作为扶贫补贴。全县累计帮助贫困户网销农产

品530万元，实现人均增收1800元。数据显示：

2018年，该县电商交易额达75.65亿元，同比增

长117.3%，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达34.25亿元，

同比增长55.27%。

原木牌坊、陶罐酒坛、五谷杂粮、石磙石磨、粮

仓草棚、纺花织布、草鞋蓑衣……每天来到县城西

10公里前营村白庙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这里的

每一件物品都记载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历程，讲述

着远去的农耕岁月，勾起人们浓浓的乡愁。该村

筹资1000多万元，建成农耕文化街区、民俗文化

广场，完成民居墙体立面改造、灯光亮化和绿化美

化等基础设施建设，把昔日垃圾遍地的小山村打

造成“梦回老家”的心灵驿站。

在西峡，类似白庙这样的农耕文化特色村不

在少数。

西峡地处豫鄂陕三省结合部，是古秦楚交汇

地带，秦风楚韵在这里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依托

这一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该县启动“文化大县”

建设，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先后整理出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西坪民歌”以及独具特色的“丁河高抬”

“米坪靠山红”“回车蛤蟆嗡”“寨根彩云舞”“桑坪

板凳龙”等一大批地方民间文艺。

如今的西峡，富起来的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

文化大餐已成常态，广泛开展“文学艺术下乡”“舞

台艺术送农民”等群众性文化活动，西峡县艺术

团、峡口农民曲剧团、太平镇农民剧团、长探河农

民剧团等演出团体经常性开展“送戏下乡”专场演

出、红色文艺轻骑兵基层巡演活动，丰富群众文化

生活。

“我有一双手，致富往前走”“脱贫路上我当

先”“宁可苦干，不能苦熬”……走进西峡大山深处

的村村寨寨，一条条醒目的励志标语随处可见。

来到五里桥镇土槽村光荣脱贫户石胜德的

家，摩托、冰箱、彩电、桌椅、衣柜等新潮家具一应

俱全，就连席梦思床、褥子棉被、窗帘门帘都换成

了新的。今年62岁的石胜德和86岁的老母亲相

依为命，在县扶贫工作队的帮扶下，去年种植

5000袋香菇菌棒，家庭年收入1.5万元。脱贫后

的石老汉干劲更足，今年决定把香菇种植规模扩

大到8000袋。

石胜德的变化得益于该县轰轰烈烈开展的以

“传家风家训、树公德美德、争先锋先进、做好人好

事”为主要内容的“传树争做”主题教育活动，通过

评选“最美脱贫户”“脱贫光荣户”等活动，鼓励和

引导贫困户讲诚信、树正气、做好事、争先进，打通

了扶志扶智“最后一公里”，聚起了扶贫先扶志的

精气神。全县每个乡镇都评选脱贫典型10至20

人，组织他们现身说法，倡树自力更生、勤劳创业、

感恩社会、向上向善的良好风尚，激发贫困群众脱

贫致富信心和内生动力。丹水镇三里庙村贫困户

贾彦峰在“传树争做”活动的影响下，重新鼓起勇

气，走出过去养猪失败的阴影，连续两年种植袋料

香菇1.5万袋、养了8头猪、承包了40亩地种植西

瓜，年收入超过8万元，不仅实现了稳定脱贫，而

且成为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2018年，全县农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7万元，1046户、2949人脱

贫，14个贫困村实现了脱贫摘帽，完成33户48人

易地搬迁任务。

高位启动，发展路径实现“三个覆盖”A

绿色发展，生态产业铸就“金山银山”B

农旅融合，全域旅游引发美丽“蝶变”C

增强内涵，“内外兼修”引领“两翼齐飞”D

“云端”创业，“全民淘宝”培育新兴产业E

唤起乡愁，“文化基因”熔铸精神家园F

党建引领，“红色引擎”释放澎湃动力G

南水北调源头生态大观 方先云摄

农游一体吸引八方游客 张帆摄

界岭脚下建起美丽乡村 王玉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