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许昌市建安区苏桥镇党委、

镇政府认真谋划，多措并举，聚焦组织、文

化、产业、人才和生态五个方面，在建安区

双月观摩季度考评工作中取得连续四个

季度第一名和年度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开

创了镇村建设新局面。

苏桥镇党委书记孙晓辉表示，目前，

苏桥镇29个社区的集体经济全部达5万

元以上，其中有6个社区更是达20万元以

上……

延伸乡村振兴的“工作手臂”

为了能够更快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

工作开展，苏桥镇成立了由镇党委书记、

镇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制订乡村振兴

实施方案，按照乡村振兴任务指标，落实

责任分工，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在镇党

委统一领导下，夯实基层党组织建设，突

出党组织作用，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战

斗力，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坚强的组

织保障。

结合各社区实际，该镇确定了5个社

区争创市、区五好党组织，一村一策制订

了争创方案。通过示范带动、政策引导，

将党员分为经常参加支部活动的党员、流

动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切实激发了全镇

党员队伍的活力，提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党建成色。

同时，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开展各种教

育学习活动，通过帮助办理群众诉求，着

力解决群众“办事难”的问题，在基层干部

与居民群众之间搭起了一座“连心桥”，延

伸党组织联系服务群众的“工作手臂”。

留下乡村振兴的“浓浓乡愁”

为大力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努力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村，培育

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苏桥镇建

立了“五会”制度，大力推动移风易俗，倡树

文明新风，充分发挥镇文化站的宣传引领

作用。2020年苏桥镇共举办综合性文化活

动3次，单项活动及各类讲座、培训等6次。

苏桥镇依托镇域内现有的历史文化遗

迹，挖掘出了杜寨的书会文化，中许的三国

文化，北村的苏氏文化，石寨的华佗文化，司

堂、南村的红色文化等，让传统文化、红色基

因得到有效的传承和发扬。在疫情防控期

间，该镇连续两年采取艺人线下录制视频、

线上直播的形式，成功举办了杜寨网络书

会，大大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激活乡村振兴的“发展引擎”

该镇坚持把抓项目、强基础作为厚植

优势、拉动发展的重要抓手，主动站位新城

区、服务新城区，截至2020年12月底，苏桥

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全区各乡镇（办）中

位居第一名，保持了较好的经济增长态势。

苏桥镇还成立了工作专班，认真谋

划，合力攻坚，主动与区直相关部门做好

对接，积极配合区委、区政府完成了区一

高、新元大道西延等8个项目886亩土地

的征地清表工作和大学路西延、多式联运

物流港等项目的顺利推进，对镇域经济发

展起到了极大的带动作用。

为加大民生项目投资力度，提升群众

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位于该镇东张社

区的永亚电子有限公司与南村鸿昌电子

有限公司合作，大力发展社区工厂，有力

带动了周边群众增收。同时，该镇还积极

争取民生类项目落地，建安区重度残疾人

第二托养中心已在苏桥镇卫生院内建成

投入使用，为全镇及周边乡镇残疾群众提

供了康复场所，并通过对石寨、禄马社区

敬老院合并建设，新建了高标准的苏桥镇

敬老院，使老人们更好地享受到了党和政

府的关怀和温暖。

打造乡村振兴的“金山银山”

苏桥镇按照“乡村振兴”目

标总要求，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改

善和村容村貌创建工作。重点安

排部署，并设置专项资金用于村容

村貌整治工作。

在该镇开展的“三边四清”“村庄清

洁”“一宅变四园”行动中，共清理杂草20

万平方米、杂物600多吨，平整土地30万

平方米，完成道路、路肩边沟清理70公里，

新建游园11个，种植果树等3万余棵，使

镇村环境有了质的提升。为提高农村

厕所改造质量，该镇逐村建立农村改

厕问题整改台账，明确时限，抓好

整改，目前，全镇共排查出问题户

109户，整改109户。

该镇还大力推进“果树进

村”计划，实施乡村环境绿

化、美化，仅2020年，苏桥

镇就建设游园11个，种植果

树14300棵，种植大叶女贞、

法桐、石楠、柏树等两万多棵。该镇还承办

了2020年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第一季度

现场观摩会；代表全市参加全省人居环境三

年整治行动检查验收，并受到验收组高度评

价，同时多次在季度人居环境考核中名列前

茅，被评为“人居环境先进乡镇”。

许昌市建安区苏桥镇聚焦组织、文化、产业、人才、生态

用实际行动推动乡村振兴全面发展
□本报记者宋广军通讯员田亚平

苏桥镇东张社区党建文化长廊

田亚平摄

东张社区利用荒坑改造的幸福塘 田亚平摄

□本报记者宋广军通讯员贾云涛孟亚东

3月31日，天气多云，伴有阵雨，在许昌

市禹州市无梁镇政府北侧的卧龙山上，不久

前由许昌市委组织部、禹州市委组织部、无

梁镇政府机关的200多名党员干部群众，栽

种的30亩1200余株红枫树，让原本的荒坡

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卧龙山属伏牛山余脉具茨山系，与禹州

市无梁镇政府仅一路之隔。2000年以前，这

里因矿产资源丰富，曾是多家采石企业的必

争“富矿”。当时，由于开采标准不一，开采工

艺落后，开采秩序混乱，造成了矿山“满目疮

痍”。随着资源的枯竭，采石企业纷纷撤出，

这里便留下了一处“废矿”。

和以往不同，如今的卧龙山内游人如

织。山坡上，建成的无梁镇矿山生态公园内

树茂草密，花果飘香；山脚下，无梁山地公园

建设如火如荼，一汪碧绿的潭水里映出了草

木的倒影，绿影婆娑。

据了解，无梁镇矿山生态公园始建于

2014年3月，原本是一家从事采石行业的公

司，通过产业转型，注册成立了禹州市万博

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承包了卧龙山上的

一处荒山和六个荒坑开始建设矿山生态公

园，经过该公司多年的生态治理，过去的荒

山如今成了“花果山”，废弃的荒坑成了“垂

钓场”。无梁镇矿山生态公园2017年建成

后正式对外开放。

在无梁山地公园工地内，工人们正在为

“幸福湖”护坡铺设草坪，为湖边道路硬化路

基，为亲水平台做前期建设工作。该公园于

2020年3月开工，建设用地600余亩，采用阶

梯式设计理念，是一座傍山而建、环坡而上的

森林公园。目前，园内各类果树、花卉苗木已

栽植两万余株，“幸福湖”水系工程已蓄水

6000立方米，公园计划于今年“五一”之前竣

工，对外开放。

卧龙山现今与昔日的对比，是无梁镇矿

山变化的一个缩影。曾经矿产行业留下的

“乱石冈”，如今经过无梁镇生态治理，正在恢

复生机，一座座废弃矿山正重披绿装，变成一

处处“新绿肺”。

“炮声一响，黄金万两”。有人说，无梁镇

的发家史就是在一声声的炮声中炸出来的。

这个位于禹州市最北部，具茨山横跨全境，山

冈面积占到三分之二的乡镇，一直是河南省

的矿业重镇，素有“中州建材基地”之称，矿山

企业曾一度达100多家，矿点遍地开花，建材

成为当地的致富门路，为经济发展立下了“汗

马功劳”。

为了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重塑“绿

水青山”生态价值，无梁镇党委、镇政府正

视面临的困境，把矿山生态环境建设作为

重中之重，从2013年开始，无梁镇全力推

进废弃矿山治理和生态环境建设，坚持“宜

林则林、宜草则草、宜景则景、宜建则建”

的原则，采用政府投资和吸收民间资本等

多种筹资渠道，通过景观再造、矿地复绿、

边坡治理、矿地利用等形式，对废弃矿山进

行分类治理。配套出台了《山、河、矿综合

治理实施意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方案》

等文件，对参与林业生产、环境整治的企业

和个人给予政策、资金支持，积极引导本土

企业和社会人士开展荒山绿化、矿山修复

等生态建设工作；同时，加大矿山扶优淘

劣、关小上大、改造提升力度，截至 2019

年，无梁镇把原有的 20多家建材企业整

合为两家，按照“边开采、边治理、谁开采、

谁治理”原则，实施矿山生态修复治理行

动。一场“绿水青山”的生态治理战在无

梁镇全面打响。

据统计，从2013年~2020年，无梁镇共

对32处采矿点、荒山荒坡进行了生态治理，

全镇绿化荒山、矿山面积达3.6万亩，新增公

共用地1200多亩。

如今，位于无梁镇皇路河村关闭多年的蜘

蛛山、诸侯山采矿点，被绿化一新，2020年1

月，皇路河村获“国家森林乡村”称号。通过生

态治理，无梁镇也收获丰富：多家采石企业合

计完成矿山生态修复2000余亩；利用大木厂

村“黄龙谷”林区、山区等资源优势，打造“中原

乡愁小镇”，并在2020年12月获国家“3A级

旅游景区”称号；连片黄山、祁王等村的荒山荒

地8300亩，通过“国家储备林”项目，打造成了

具茨山岐黄中草药种植产业园；十多家农家乐

纷纷入驻“绿水青山”之间，生意火爆；滑翔飞

行、汽车越野、山地马拉松等山地运动项目，成

为各类运动“发烧友”、全国各地游客追赶的潮

流时尚和打卡项目……

短短几年时间，无梁镇的“秃头山”不仅

披上了绿装，而且还有了新的用武之地，成

了公园、花园、森林、天然氧吧、旅游胜地，无

梁镇的山容山貌正在“改头换面”、焕然一

新。仅2017年以来，无梁镇先后获得“许昌

市林业生态建设先进单位”“河南省国土绿

化模范乡镇”“国家卫生镇”“河南省健康乡

镇”等荣誉称号。

荒山成为“花果山”废坑变身“垂钓场”
禹州市无梁镇山容山貌焕然一新

禹州禹州““无梁山地公园无梁山地公园””贾云涛贾云涛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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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宋广军通讯员朱书军马会娟）“一粒种子可以改变

一个世界，一项技术能够创造一个奇迹”。3月22日，在长葛市石象镇

种业小镇育种基地里，醒目的标语与100座温室大棚相映生辉。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2016年以来，长葛市依托石象镇资源

禀赋和产业基础优势，以国家、省农作物品种区域站为支撑，以我省农

作物新品种展示项目为抓手，着力打造集种业科技研发、种子加工、仓

储物流、成果转化于一体的种业小镇，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目前，长葛市种业小镇拥有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3个，省级科研

创新平台5个，入驻科研院所和种子企业30余家，建成核心试验区

6000余亩，166个蔬菜新品种在全国推广，成为中西部地区最大的瓜

菜新品种展示基地。

“我们已经打通现代蔬菜种子全产业链，形成了良种研发—良种

生产—现代化育苗的闭合式循环内生圈。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区

域性品牌选育，在打赢农业‘芯片’这场翻身仗中，争取多建功立业，为

国家粮食安全作出贡献。”长葛市种业小镇龙头企业鼎研泽田公司负

责人朱伟岭说。

2021年，长葛种业小镇将打造许昌市农业科技制高点，成立耕地

赋能服务中心，以种业科技创新为赋能，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为抓手，拉

长种业产业链条，助力种业科技创新，提升种业小镇品牌价值，使碎片

化耕地获得规模化效益。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通讯员冯子建）“走不了几步路就到了，不耽

误照顾孩子，每月还能拿到3000多元……”3月26日，鄢陵县张桥镇

赵庄村鞋帮加工车间内传出机器的轰鸣声，正在缝制鞋帮的村民吴俊

枝说起现在的生活，一双丹凤眼笑成了月牙儿状。

前些年，吴俊枝和丈夫为了打工东奔西走，吃尽了苦头，还顾不了

家。如今，她在村头的誉安鞋业务工，工资待遇都不错，她非常满意。

鞋帮加工让赵庄村群众吃上产业饭，是赵庄村千方百计壮大村集

体经济的真实写照。赵庄村位于张桥镇东北部，曾是贫困村。近年

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该村村“两委”想了不少办法来壮大

村集体经济，为的是能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誉安鞋业技术负责人葛双辉自豪地告诉记者：“企业加工生产的

高档鞋帮等产品已经远销国外，每年销售收入近百万元。”

“誉安鞋业不仅为赵庄村集体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血

液’，还为附近村庄群众务工提供了就业岗位。”赵庄村党支部书记赵

海钧说，“2500元为保底工资，加上加班计件工资，技术娴熟的工人每

月能挣3000多元，实现了群众赢、集体赢、企业赢、产业赢。另外，企

业上交的厂房租金等，全部用于村里的道路修补、绿化等。”

“我们还充分利用村集体土地种植金丝皇菊，形成集种植、培育、

烘烤、销售等于一体的产业链条。2020年，仅金丝皇菊种植一项，就

为村集体经济增收20多万元。”赵海钧说，下一步，他们打算发展金丝

皇菊茶饮品产业，建设生猪养殖基地，让乡亲们的生活更有奔头儿！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通讯员卢盼盼）为切实改进全体机关

干部的工作作风，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能力不断提升，近

日，襄城县双庙乡纪委以“三强化”措施推动纪律作风与思想大

提升。

强化警示教育。双庙乡纪委多次组织全体机关干部深入

学习领会十届省纪委六次全会精神、襄城县委书记孙毅在十四

届襄城县纪委六次全会上的讲话精神，同时定期组织观看警示

教育宣传片，推动以案促改。

强化日常监督。定时对乡、村两级工作开展及人员在岗等

情况进行监督、巡查，并注重突击检查力度。对村“两委”换届选

举工作进行全程监督，确保选举过程依法依规，合法公正。

强化考评机制。建立日常巡查工作台账，将日常巡查结果

纳入季度考核与年终考核。

截至目前，双庙乡纪委共组织学习传达上级纪委会议精神

3次，开展警示教育活动6次，开展日常巡查12次，有效提升了

机关干部的工作作风。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通讯员乔通渠）“叔，今年您家的帮扶

人还经常来吗？”“您家里的低保政策还享受吗？”“钱打得及时

吗？”“养殖补贴落实到位了吗？”3月19日上午，襄城县姜庄乡

纪委书记白晓丽，带领纪委专项检查组到闫庄村闫东喜家了解

情况。

从闫东喜家出来，白晓丽到闫庄村委会，让村党支部书记

闫石圈拿出该村今年的帮扶日志、签到簿及脱贫户家庭2021

年的帮扶计划等进行查看。连日来，姜庄乡纪委围绕脱贫后

“四个不摘”要求落实情况，组成督查组开展监督检查，倒逼责

任落实，确保脱贫攻坚“四个不摘”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据了解，该督查组从3中下旬开始，以入户走访、查阅资料、

现场核实等方式，采取常规督查、专项督查等形式，不定期开展

常态化督查机制，发现问题及时通报反馈，对在落实“四个不

摘”中打折扣、搞变通、搞形式主义、搞官僚主义的，实行问题线

索统一管理、优先办理，一经核实，严肃查处、严惩不贷，以务实

高效的责任落实和严明的纪律规矩持续巩固脱贫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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