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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拓展城市服务 下沉城市产业 延伸城市功能

建安区 打造乡村振兴
“建安样板”
□本报记者 宋广军 通讯员 靳莹莹
成功入选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
点区和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
单位；获评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
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区、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试点区；荣获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先进区、四美乡村示范区……一项
项荣誉折射出许昌市建安区乡村振
兴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
近年来，建安区抢抓许昌全域纳
入国家 城 乡 融 合 发 展 试 验 区 的 机
遇，突出城乡融合发展模式，围绕乡
村 振 兴“20 字”总 方 针 和 五 大 振 兴
要求，先行先试、探索路径，大力推
动城市服务向农村拓展，城市产业
向农村下沉，城市功能向农村延伸，
下好乡村振兴“先手棋”，启动乡村
振兴“快进键”，打造了乡村振兴“建
安样板”。

建安区张潘镇校尉张村文化大院。 靳莹莹 摄

村内社区工厂蓬勃发展
C

7 月 5 日，走进五女店镇扶桥村社
区工厂，185 位村民紧张忙碌，赶制假
发订单。她们中间，有 80 多岁的老奶奶，还
有年轻小媳妇。
“工厂建到家门口，挣钱就在
村里头”正是如今她们幸福生活的真实写照。
像这样的社区工厂，在五女店镇苗店社
区、榆林乡岳庄村、灵井镇霍庄村、苏桥镇东
张社区等比比皆是。
村内建社区工厂、村外建现代农场的产
业振兴之路的“建安案例”已入选《河南省乡
村振兴示范案例汇编》，为省、市乡村振兴发
展提供了可推广、可复制的方案。

发展布局不断优化
A

“干什么事情都要有规
划，乡村振兴也要坚持规划引
领。”许昌市建安区委书记马浩说。
建安区坚持以城乡融合为导向，
谋划了“一心两轴两翼三带五支点+
X”的乡村振兴发展格局。具体是，
一心：做大做强中心城区；两轴：依
托 新 元 大 道 和 311 国 道 两 条 主 干
道，打造两条生态、生产、生活“三生
共美”的城乡带、景观带和产业带；
两翼：东部高铁组团综合试验区和
西部产业新城，推动东西两翼协同
发展；三带：围绕东部生态旅游养生
产业带、西部都市农业产业带和南
部颍河湿地产业带，发展生态休闲、
健康养生、文化娱乐、都市体验等现代
都市农业；五支点：大力发展“两轴”沿
线的五个支点镇，以点带面，促进全域
发展；
“X”：即重点打造 38 个乡村振
兴示范村，有序推动城乡融合、一体
发展。

近五年，建安区建成服饰加工、棉纺加
工、档发加工、食用菌等七大类社区工厂 131
家，带动 3165 名村民实现就业增收；建成现
代农场 930 家，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 704 家；
打造了桂村王门绿色农牧、五女店老庄陈葫
芦文化、灵井霍庄社火传承、苏桥丈地清真饮
食等 40 个“一村一品”专业村；灵井镇霍庄村
入选“2020 年全国乡村特色产业十亿镇亿元
村”名单；建成高标准农田 64.2 万亩，其中高
效节水灌溉 42.1 万亩，粮食总产量稳定在 60
万吨以上；培育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26 家（国
家级 2 家），形成了食用菌和高端蔬菜种植加

工两大省级农业产业化集群；新建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点 12 个，认定“三品一标”企业 18
家、
“三品一标”产品 37 个，
“建安草莓”
“建安
芦笋”
“建安灵芝菇”等新入选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
“我们要持续走好这条路，选择并鼓励
适合到农村发展的规上工业企业建设社区
工厂，进一步拓宽群众就业增收渠道。对
现代农场实施星级管理，实施财政奖补，并
在政策上、要素保障上对晋星的现代农场
予以倾斜，推动现代农场加快发展壮大。”
马浩说。

做好乡村振兴的组织和人才保障
D

乡村产业快速壮大

建安区美丽乡村大王寨。 靳莹莹 摄

实现乡村振兴，组织和人才是关
键。近年来，建安区坚持党建引领，大
力实施
“红色头雁”
和乡土人才联络回归工程，
抓好
“带头人”
队伍，
提拔重用懂农业、爱农村、
在基层工作中实绩突出干部28人，
选育培养村
级后备干部 1079 人。吸引乡贤、成功人士近
千人回乡创业，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经营
主体带头人近300人，
返乡农民工创业实体企
业及个体工商户787家，
带动就业11133人。
以初步规划的 38 个中心村和 13 个镇区
为支撑，建立农村社区大党委，每个社区党委
设置党委书记 1 名，副书记 1~2 名，党委委员
3~6 名。从区直部门和乡镇（街道）推选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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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核心任
务和根本支撑。建安区始终坚
持产业优先，因地制宜，探索形成了村
内建社区工厂、村外建现代农场的思
路，一大批“都市农业+”
“生态+”
“电
商+”等新业态不断涌现。
位于西部都市农业产业带上的
桂村乡五福农场，有来自许昌市区、平
顶山、开封等地的固定客户 2700 多
人。今年端午节期间，近万名游客接
踵而至，拉动消费 20 多万元；位于东
部养生产业带内的乐佳生活美学农
场 ，2020 年 单 日 平 均 接 待 游 客 超
5000 人次。
今年以来，建安区先后在桂村乡
五福农场举办了首届乡村旅游节、在
五女店镇乐佳生活美学农场举办了
首届风筝节、在陈曹乡尚小杨农场举
办了首届梨花旅游节、在苏桥镇华佗
文化园举办了华佗文化节，每场盛会
游客达 5 万人以上，带动果蔬采摘、农
业观光、特色餐饮、特色农产品销售收
入 50 万元以上。
围绕红色文化、孝善文化、三国
文化等，建安区推介 4 条旅游线路、35
个旅游景点，杜寨书会、铜器舞春耕文
化节等 16 个节庆活动贯穿全年，乡村
旅游方兴未艾。

名干部担任农村社区党委书记和副书记，促
进区直部门和镇村干部在知识、能力、经验等
方面合理搭配、优势互补。目前，有 153 名从
区直部门推选干部已奔赴一线履职。
4 月 16 日，在建安区委党校挂牌成立的
杨水才干部学校，围绕“政策解读、产业振
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
兴”，精心设计 50 项精品课程，建立了 50 名
专家教授组成的师资库，联合省委党校、河
南大学、许昌学院的专家教授编写培训教
材，已举办 1 期培训班，对 13 个农村社区党
组织书记、重点村党支部书记、现代农场和
社区工厂负责人等 265 人进行了培训。

乡村建设行动全力推进
E

蒋李集镇岗城蜜桃醉游人。张红领 摄

近年来，建安区坚持把城市和乡
村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持续加大投入
力度，完善各项功能配套，群众生产生活条
件明显改善。
自建安区撤县建区以来，
已累计新建和改
造提升农村公路502公里，
在全省率先实现村
村通硬化路和乡乡通二级路；
整合全区199辆
公交，
新开通城乡公交线7条、
乡镇支线28条，
构建了以新城区为中心、乡镇为节点、建制村
为末梢的三级城乡公交客运网络，
行政村客车
通车率100%，
全域公交实现了
“一元出行”
；
实
现了农村饮水安全全覆盖；
全区无害化厕所普
及率达94.1%，
超额完成省定目标任务。

新建、改扩建幼儿园 3 所、中小学 5 所、
农村寄宿制学校 5 所；大力实施“互联网+智
慧医疗”二期工程和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提升工程，区、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
建设全面开展；率先建立城乡统一的居民养
老保险制度，新农保和城居保两项制度实现
合并。
以第一批 13 个中心社区为重点，大力实
施财政资金千万行动，即每个中心社区按照
一千万元的标准做预算，全面加强以道路管
网、污水处理为主的基础设施和以教育、医
疗、养老育幼为主的民生设施建设，完善配
套功能，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小城镇。

乡村环境更加美丽宜居
F

将官池镇南石庄村许昌优加粮农产品
开发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宋广军 摄

建安区在全省率先实现农村生活垃
圾处理全域市场化。成功创建省级
“千
万工程”
示范村13个、
示范乡镇4个、
美丽小镇4
个，
四美乡村达标村120个，
绿化模范村68个。
全区 16 个乡镇（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和 381 个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全部
建成达标，并免费开放。搭建“灯节民俗文
化活动展演”等平台，打造了一批文化精

品。通过开展“书香建安”阅读推广、文艺巡
演和送戏下乡、农村数字公益电影放映等文
化惠民活动，让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建安区区长高雁表示，作为全省乡村振
兴示范引领区，建安区将高起点、高标准推
进五大振兴，为许昌建设智造之都、打造宜
居之城，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新的
更大的建安贡献。

襄城县 一年四季花果香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刘苗钰 顿
伟）七月是水果“放送季”，放眼襄城，草木浓
郁，花果飘香，各色水果缤纷登场……
7 月 16 日，记者走进襄城县双庙乡郭
白桃园，一棵棵桃树郁郁葱葱，一个个光鲜
红润的桃子挂满枝头，诱人的香味弥漫田
野。
“这个桃子品相好、口感好，咬一口，清脆
汁甜。”来自平顶山市的张女士和孩子正在桃

林间体验采摘的乐趣。
郭白桃园今年种植水蜜桃、早红蜜、春
艳等 8 个品种的桃子，种植面积 50 多亩，目
前都已成熟，可供采摘，采摘期将持续至 7
月中旬。
“ 按照亩产量计算，今年我的果园
可以实现每亩六千元的收入。”果园的主人
郭臣忙得脚不沾地，
“ 我这果园除了满足市
民现场采摘外，大部分都会送往许昌、平顶
山等超市销售，好多商家都是自己开车来

拉。”
襄城县结合自身的资源优势和农业种植
特点，深化产业种植结构调整，因地制宜发
展果树种植，一年四季，群众的餐桌上都能
见到产自襄城本地的水果。颍阳镇、茨沟
乡、十里铺镇、双庙乡的草莓是春天里最甜
蜜的果实；湛北乡、汾陈镇那一串串玛瑙般
的樱桃令人垂涎欲滴；范湖乡个大皮薄的甜
瓜有“甜死人”的别称；紫云镇犹如黑宝石的

桑葚在枝头散发光芒；麦岭镇汁多肉脆的麒
麟西瓜入口甘甜；山头店镇、茨沟乡、库庄镇
的葡萄成就夏日舌尖美味……截至目前，襄
城县已发展种植草莓、樱桃、西瓜、葡萄、桃
子、猕猴桃、桑葚、梨等十余种水果，种植面
积达 2.8 万亩。
近年来，襄城县不断加快农旅融合发展，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 硕果满枝”的襄城成为
各地市民、游客眼中的“香饽饽”。

许昌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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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

“六步工作法”扎实推进
“万人助企”工作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曹军正 张彦鹏）
“截至 7 月 16 日，
许昌市、县两级已走访企业 3467 家、收集问题 2477 个，已转办问题
1444 个，一批问题已得到有效解决。”7 月 18 日，记者从许昌市万人
助企联乡帮村活动办公室了解到，该市认真落实全省“万人助万企”
活动要求，积极组织市县 2630 名干部，深入 3570 家企业开展走访
调研活动，紧紧围绕“万人助万企”主要任务，积极探索，打通工作链
条，采取问题告知、问题收集、问题研判、问题交办、问题督办、结果
反馈等“六步工作法”，明确工作标准、工作步骤、工作流程，形成问题
收集、整理、处理、反馈的闭环，推进“万人助企”工作深入扎实有序开
展。
深入企业，同步开展问题告知、问题收集。活动开展以来，建立
清晰明确的省、市、县三级问题清单，每名助企干部赴企业调研时，随
身携带问题清单、助企政策汇编、工作手册、工作日志等，围绕清单中
的 12 个问题，面对面与企业进行深入交流座谈，真实掌握企业的所
思所想所盼，全面了解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和瓶颈制约。
分级分类，整合力量研判问题、分解交办。对企业反映的问题，
及时做好问题研判、问题交办等，深入分析研判、分级分类、精准施
策，能现场解决的现场解决，不能现场解决的问题按照分级交办原
则，由市活动办负责进行研判分析，确定办理层级、承办单位，特别是
对重大复杂问题做到提级办理，提请市委市政府、省活动办研究解
决，正确处理共性与个性、服务与法治的关系，既解决企业的合理诉
求，又做好释疑解惑工作，持续提升企业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严格标准，明确时限问题督办、结果反馈。按照“13710”工作机
制，落实“三单制”办理模式，严格问题解决的工作标准和时限。对企
业反映问题经研判后向具体承办单位下达交办单，明确完成时限、时
序节点，承办单位接到交办单 3 天内报送办理意见；超过 3 天没有反
馈的下达催办单，7 天内反馈问题办理结果；对于重大复杂问题，承办
单位可提出申请，延期至 1 个月内办结，对企业问题跟踪到底，直至
销号清零。此外，还建立评价标准和回访机制，对已办结问题实施
“回头看”，随机选择企业进行走访，了解企业满意度，对问题办结情
况进行评估，切实提高“问题解决率”
“企业满意率”。
下一步，许昌市将持续抓好“万人助企”活动，强化问题导向，创
新工作举措，切实解决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和瓶颈制约，为项目发
展、推进创造条件，不断激发市场主体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推动企
业提质发展。

禹州市颍川街道朱坡社区

清正党风带动优良民风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王德才）
“咱社区刚刚得了许昌市
‘文明单位’称号，张书记又从许昌捧回了‘先进基层党组织’奖牌，这
真是党风带民风、文明双丰收啊！”7 月 5 日，在禹州市颍川街道朱坡
社区参加党史学习教育的党员张国伟，看着金灿灿的奖牌激动地说。
朱坡社区是一个正在实施棚户区改造的城中村。前些年，随着
旧村拆扒的推进，各种矛盾多发，上访告状不断。2018 年，张文举被
推选为社区党委书记后，明确提出：
“朱坡社区必须要有一支团结进
取的党员干部队伍，以清正的党风带动民风，建设文明和谐社区！”
张文举严格执行“三会一课”制度，在每月的主题党日里，带领党
员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组织党员群众参观社区党史馆，通过社区变化新旧对比，凝聚党员干
部团结一心谋发展的共识。
在团结党员干部的同时，该社区更重视凝聚群众思想。他们从
最基本的“孝老爱亲”入手，大力倡导孝善新风，教育群众向善向上。
该社区 3 组居民吝慈爱，丈夫在外工作，不能经常回家，她就像
对待亲爹娘一样孝敬公婆，并教育子女孝敬老人，培养了良好的家
风。该社区广泛宣传像吝慈爱这些典型，为每个家庭树立了学习榜
样。
“谁家没有父母？谁家没有子女？社区教育大家孝敬父母，邻里
和睦，老少爷儿们都赞成！”居民张国安说。
该社区利用每年的“三八”妇女节，对群众评出的好婆婆、好媳
妇、五美示范庭院、三八红旗手、妇女工作先进个人、平安家庭标兵户
等披红戴花隆重表彰。在今年的表彰大会上，社区为杨东彩等 51 个
模范家庭颁发了奖牌和奖品。
清正的党风潜移默化地带动着和谐文明的民风。在去年疫情防
控工作中，苗淑娴等党员群众纷纷报名参加义务志愿活动。在今年 6
月高考期间，该社区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响应成立“爱心助考车队”
的倡议，8 名党员群众开着私家车，在三天时间内义务接送考生 56 人
次。
党风带民风，使朱坡社区发生了巨大变化。上访告状销声匿迹，
志愿服务积极踊跃，孝老爱亲、邻里和睦蔚然成风。近年来，该社区
先后荣获河南省卫生村和许昌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文明社区、民治法
治村（社区）等荣誉称号。

魏都区新兴街道办事处

24小时备勤 确保生产消防安全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段杼楠）
“放灭火器的地方要保持
干燥通风，防止筒体受潮腐蚀。应避免日光暴晒和强辐射热，以免影
响灭火器正常使用……”6 月 28 日，在许昌市魏都区新兴街道办事处
一门店内，该办事处工作人员一边查看灭火器一边说。
据了解，这是魏都区新兴街道办事处纪工委结合纪检监察工作
特点，对辖区安全生产、消防保障措施、应急救灾物资存放点的工作
进行检查，督促相关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24 小时备勤，做到及时、迅
速、处理得当。
今年以来，新兴街道纪工委找准基层政治监督的着力点，以党史
学习教育为载体，以群众满意为落脚点，深入社区，以落实党工委开
展贴近群众民生工作的实效，进一步增强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
纪检监察工作人员对社区民生政策落实、新冠疫苗注射、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等宣传工作进行检查，并要求扩大宣传范围，加强群众对
政策和重点工作的了解，组织活动提高群众了解政策动向的意愿和
积极性。同时，监督落实纪律作风整顿年开展情况，针对监督过程中
发现的问题，要求立行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