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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经验

“村村通”道路建设
亟待加强

□天强

公路是公路网的基础，是农村地区重要的基础设施。

全面奔小康，关键在农村；农村奔小康，基础在交通。

近年来，南阳农村公路工作保持较好发展态势，全市农

村公路总里程达3万多公里，占全市公路总里程的92%，基
本实现乡镇到各建制村道路硬化的要求。农村公路的大建

设，对促进农村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与全市社会经济发展相比，当今全市农村公路建设

仍显滞后。究其原因则在于：农村公路项目建设程序烦琐；

上级建设计划下达较晚；县区建设配套资金落实困难；养护

资金总量不足；养护管理体制不健全；县区日常养护资金落

实难。同时，当今农村公路还存在着县与县、乡与乡的众多

“断头路”；原来修建的“村村通”道路通达标准较低；道路堵

塞严重；超载运输，很多道路被破坏等一系列问题。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笔者提出几点建议；

进一步加大通村道路建设力度。原来修建的“村村通”

道路通达标准较低，仅通到行政村村部或小学，加上建设标

准低，与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地方政府尤其是

广大农民群众对通村公路的需求十分迫切。应相应提高通

村公路建设标准和通达深度，提升乡村道路等级水平。

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公路建设的配套资金支持。由于国

省补助仅占项目总造价的50%左右，剩余资金需县区政府
配套落实，资金压力较大。应按照以政府投入为主，民间投

资为辅的原则，做好宣传动员工作，调动农户建设“家门口”

道路的积极性，有计划、分阶段地对农村公路进行等级化改

造和建设。同时，要动员在外有产业的村民为建设家乡捐

资修路，以减轻县区配套资金的压力，推进项目顺利实施。

进一步完善公路安全防护设施体系。针对农村道路等

级低、路况差、安全隐患突出的实际情况，专门制定农村、山

区公路道路安全防护设施的标准。特别是对于急弯、高危

险路段安全防护设施的设置强度、密度、高度，都要有针对

性要求。加大乡镇管养站和片区养护站的规范化建设力

度，健全完善养护体制机制，实现规范化、常态化养护，不断

提高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工作水平，确保农村公路在服务“三

农”工作中发挥最大的效益。累累累2

二龙 特色产业助民富
本报讯（记者马庆科）镇平县二龙乡大力发展支柱产

业，实现农民脱贫致富。

按照“中药材合作社+农户自愿入股”的新型经营模式，
引导群众大力种植栀子、板蓝根、金银花等中药材，以点带

面、连片推进，示范带动全乡发展药材种植基地5000亩，可
使药农人均每年增收1500元。按照“政策驱动、市场拉动、
示范带动、服务推动”四环联动机制，鼓励群众通过整合荒

山、荒坡、荒沟，发展以甜柿、薄壳核桃、蜜桃为主的林果基

地3000亩，每年每户果农增收6万余元。食用菌种植按照
“控规模、提品质、树品牌”的发展思路，正确处理好造林和

用林的关系，合理利用林木资源发展袋料香菇，人均增收

1000余元。累累累2

马振抚 培训农民促增收
本报讯（记者于鸣）唐河县马振抚乡有效利用党员远

程教育平台培养一批掌握先进农业科技知识和技能、具有

创业致富本领的实用人才和新型农民，带动当地群众脱贫

致富，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之路。

马振抚乡依托山区丰富自然资源及气候优势，积极推进

特色农业发展，发展香菇、木耳、莲藕、桃树、中药材等特色农

业产业。该乡重视“人才回归”战略，积极联系有志回乡创业

人才，提供便利和支持，为特色农业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撑。

为促进农民“抱团”致富，马振抚乡大力宣传成立专业合作社

的优势与好处。截至目前，马振抚乡已成立栀子、香菇、桃树

等专业合作社34家，为农民有效增收提供了支持。累累累2

丁河 近郊旅游成规模
本报讯（记者于鸣）西峡县丁河镇强化服务配套，着力打

造集生态旅游、观光农业、休闲养生为一体的农家田园产业链。

该镇利用山区独有的旅游资源优势和南水北调水源涵

养地的生态优势，大力发展近郊旅游业，扶持和精心打造了

以猕猴桃、草莓、樱桃为主的多处观光农业示范园区，吸引了

附近市县的众多居民旅游观光，为广大居民创造了走进山

野、品味绿色、放松身心的机会。为持续加强对辖区生态环

境保护，不断提升山区土地利用率，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该镇

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抓手，以实现农业产业景区化为发展目

标，全力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合理布局观光农业产业区，带动

了富有当地饮食特色的农家乐、碧波粼粼的垂钓园、摄影与

采摘为一体的花卉基地等一大批休闲娱乐场所的发展。累累累2

上庄 农游一体民致富
本报讯（记者张松）新野县上庄乡把美丽乡村建设与

旅游业发展、农民增收致富相结合，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实

施改造提升，全力打造具有田园风光的特色美丽乡村。

该乡按照宜大则大、宜小则小的原则，结合产业优势

与旅游产业发展实际，制定了农游一体化发展实施规划。

同时，根据区域资源状况，通过培育肉牛、花卉苗木、林

果蔬菜等支柱产业和旅游业，强化美丽乡村的产业支撑，

增加农民收入，涌现出了一批肉牛养殖专业村、苗木种植

专业村、蔬菜种植专业村以及旅游专业村。目前，全乡以

点带面推广种植晚秋黄梨3000亩，乡村旅游功能进一步完
善，基本上形成了游客参与体验、现代农业示范、特色乡

村展示、采摘休闲4大类型，乡村旅游逐渐成为农民增收
的新渠道。累累累2

桑坪 特色产业助就业
本报讯（记者马庆科）西峡县桑坪镇根据地域特点，走种树

育苗路，唱兴果兴药戏，引导当地1万多名富余劳动力就近就业。
桑坪镇地处深山，森林覆盖率高、污染小、空气质量好。

该镇党委和政府根据这些独特的地域优势，想方设法解决山

区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引导农户在九松沟建立了树苗种

植专业基地，形成了育苗长廊；在万沟建立中药材猪苓种植

示范基地，带动万沟、横岭等村200多家农户种植猪苓，横岭
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猪苓村”；引进猕猴桃优良品种，引导农

户发展猕猴桃、香菇等产业。如今，桑坪镇形成种植、养殖专

业村10个，初步形成村村有产业、人人有活干的局面。累累累2

特约记者 姜纪增 通讯员 王修文

站在南召县马市坪乡竹园庙村口，

黄鸭河水环村流过，各家各户红瓦白墙

相得益彰，整洁的混凝土小路绵亘蜿

蜒，太阳能路灯矗立两旁。文化广场的

假山金鱼池旁，鹤发老人们正映着冬日

的暖阳惬意地拉着家常。

“过去是晴天一身灰、雨天满脚

泥。去年我们利用项目资金改造了房

屋，硬化了道路，安装了路灯，建起了文

化广场，修起了拦河坝。”村支书吴建朝

感同身受，“人居环境改善算是改到了

大家的心坎上，不光是到处干干净净，

还办起了好几个农家乐，群众的精气神

也提了起来。”

和竹园庙村一样，按照景区化发展

的理念，南召在全县15个乡镇50多个
行政村把改善人居环境与特色产业、乡

村旅游、美丽乡村建设有机融合，重点

实施环境整治、道路通畅、美化亮化“三

大工程”，既留住山水自然之美，更让乡

村颜值飙升。

该县每年从财政列支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专项资金1000万元，对县内4
条主要公路沿线106个村开展“三无一
规范一眼净”整治，完善农村路网，

对县乡路、旅游路、环库路进行升级

改造，提升与周边景区的联通性，新

建改扩建农村公路1431公里，危桥改
造75座，基本实现了“村村通、组组
通、户户通”的目标；该县充分突出

地域特色，引入徽派建筑风格，对房

屋外墙进行立面改造，达到整洁清新

的效果；因地制宜在房前屋后栽植绿

化树木，使村庄“三季有花、四季常

青”，在环村路安装太阳能路灯，在穿

村路安装仿古路灯。目前，全县共建

成省级美丽乡村3个，市级人居环境达
标村、示范村52个。

依托丰富的生态资源优势，该县以

发展特色产业为主线，实现了“生态美”

与“百姓富”有机统一。

该县充分利用“中国玉兰之乡、中

国辛夷之乡、中国柞蚕之乡”三个国字

号招牌，积极发展以苗木花卉、中药材、

袋料香菇种植、柞蚕养殖为支柱的绿色

农业。目前全县发展以辛夷为主的经

济林23万亩，建成了小店鹰山、皇后天
桥等万亩辛夷标准化示范基地，共培育

苗木花卉专业村69个，建成袋料香菇专
业村40个、柞蚕专业村31个。依托光
伏发电、水电、风电等清洁能源产业，引

进建设马市坪天池电站、中机国能南河

店和小店地面光伏电站、中国风电皇后

和小店项目，流转土地2万余亩，实现农
村人口就业3000多人。

该县坚持产村相融、农旅结合，进

一步拓展外部增收空间，培育农村经济

新的增长点。规划建设3条精品线路，
重点培育以玉兰产业为特色的云阳镇

山头村、铁佛寺村，以花卉产业为特色

的小店乡李村、皇后乡皇后村，以禅文

化、莲文化为特色的留山镇下关村，以

根雕、盆景为特色的城郊乡前庄村。发

挥重点景区周边传统村落和民俗建筑

的优势，鼓励农民利用自有空闲住宅，

结合当地人文、自然景观，打造民俗度

假区。

如今，在景区及县城周边打造农家

乐宾馆集群15个，总数超过400家，从
业人员达5000多人，年人均收入1万多
元，助力当地群众脱贫致富步伐。累累累2

该图为南召县马市坪乡竹园庙村

村头一景 本报记者 马庆科 摄

本报讯（特约记者袁永强 通

讯员雷理明）新年新气象。记者行

走在宛城区红泥湾镇，流经四合

社区的小清河碧水潺潺，河边台

地上树木掩映，郁郁葱葱；放眼

高标准示范良田内，绿油油的麦

子一望无际，给人惬意的美感。

这是该镇创建“省级示范镇”带

来的新变化。

该镇聘请了南阳市环境保护

科学研究所及市、区环境保护局多

名专家任环境保护规划建设顾问，

制订《红泥湾镇环境规划》，成为生

态建设总纲领，定期不定期召开创

建工作例会、现场会、督查会、促进

会，协调解决实际工作中的疑难问

题，广泛宣传，使创建工作深入人

心。

镇政府招引项目资金1100多
万元，在镇域铺设17公里的双向雨
水污水管道，在镇域实现雨污分

流，同时投资430万元，在镇区建成
污水处理厂一座，使集镇生活污水

处理率达到98%。在镇区东南1.5
公里处，投资80.5万元，建成占地
12亩可容纳 16000余方垃圾的填
埋场，全镇各村建立封闭式垃圾站

房200座，投放钢制垃圾箱320个，
购置垃圾转运车11辆，组建由200
多人组成的村级专业保洁队伍，使

各村生活垃圾处理率达90%以上，
主干道清扫率达100%。建立河沟
池塘长效保洁管理制度,共完成农
村河沟池塘疏浚40公里，投资50
万元对清河流域进行了全面整

治，还河塘原有的生态功能，使建

成区河沟污染整治率达85%。持
续开展环境保护综合整治，去年

以来，关停取缔禁养区内养殖场7
家、搅拌站4座、燃煤小锅炉3个，
覆盖堆物 83处，河道清淤 10.5公
里。依托现有生态资源，按照“易

种好管”

的要求，大力发展区、镇、村

庄主干道、河流沟渠沿线、

高速沿线、农田林网的绿化

水平，全镇共完成造林1060
亩。累累累2

本报记者 苏中

“一亩地红香芋能产6000多
斤呢！收入六七千元，去年种了

20亩地，净收入10多万元，比在
外打工强多了。”2月9日，宛城区
黄台岗镇田里村陈庆源家，一家

五口正在挑选红香芋种。陈庆源

告诉记者，利用地膜覆盖栽培技

术，红香芋七八月就可以采收,比
常规露地种植提早了 20多天上
市。芋头采收后还可以再种一季

秋作物。

陈庆源是家里的老大，2009
年他和弟弟一道去南方打工，一

去就是五六年。3年前春节回家
过年的时候，听说村里有人种植

土豆、芋头挣了不少钱，便辞去

了南方的工作，试着在自家十几

亩承包地里种上了红香芋，当年

8月就收入了6万多元。去年他
又把种植面积扩大到了 20亩，
并帮助村里其他种植户跑销售，

一年下来纯收入将近20万元。
“在外打工，除去吃喝路费，

一年下来能挣一两万元就不错

了。”忙活的空当，陈庆源和记者

聊起家常，“如今国家政策好，农

民种地也有奔头。”他告诉记者，

这两年他不仅添置了拖拉机、播

种机，还打开了销售渠道，地里产

的红香芋不愁卖。今年，他计划

成立一个家庭农场，种植面积逐

步扩大到100亩。“农场名字都想
好了，就叫‘庆源家庭农场’。”陈

庆源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累累累2

种植红香芋 土里刨金块

本报记者 郭天强

去年腊月，詹东玉把整个家

都搬到了草莓大棚。现在，他正

为迎接一拨拨前来观光、采摘有

机草莓的游客忙里忙外。

社旗县李店镇北杨庄村的草

莓可谓小有名气。这个村在县人

大代表、村党支部书记詹东玉带

领下，发展暖棚草莓500多亩。每
年初春，采摘草莓的游客和水果

批发商纷至沓来。

在詹东玉家的草莓大棚里，

翠绿的草莓苗上结满了鲜红诱人

的果实。刚刚送走一批采摘游客

的詹东玉摘下几颗草莓笑得合不

拢嘴，他对前来视察特色产业的

人大代表们说：“不是我自夸，

我种的草莓最好吃，春节前第一

茬 草 莓 就 上 市 了 ， 供 不 应 求

啊！”

詹东玉说，他家种植的草莓

不愁销路，以前是自己推销，现在

全靠游客自己采摘购买。2016年
4月，偶然一次，詹东玉刚上网时
了解到“草莓采摘”，他抱着试试

的态度采用了这个方法，“效果非

常好，采摘游客络绎不绝”。

正值中午，草莓大棚内温度

达到30℃，詹东玉说，这样的温
度最适合草莓生长，正月初二又

迎来了一批采摘游客。在草莓大

棚内，一些蜜蜂飞来飞去忙着采

蜜。詹东玉饶有兴趣地说：“大

棚内的蜜蜂是用来帮助给草莓授

粉的，既省工省力，草莓品质也

高。”

现在，詹东玉家种了3个暖棚
草莓，每栋近1亩，种植草莓不是
很复杂，他和妻子两个人就能搞

定。

与此同时，在年前年后，该镇

那些经营草莓和蔬菜大棚的村

民，和詹东玉一样也在忙碌着。

李店镇党委、政府牵头策划，

积极筹措资金，在该镇北杨庄、下

郭、寇楼等多个村统一建设温室

大棚，发展草莓、蔬菜等特色产

业，为村民铺出了一条脱贫致富

路。目前，全镇走上大棚蔬菜种

植道路的贫困户有322户，发展蔬
菜大棚3000多座，年收入最高农
户可达10万元，户均年增收5万
余元，顺利实现脱贫。累累累2

草莓棚里春来早

村庄美 产业兴 群众富 文化浓—

南召大力提升乡村颜值内涵

左图：西峡县依托双龙镇百菌园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帮助贫困户发

展袋料香菇产业，现已脱贫帮扶52户180人，涉及9个行政村。
本报记者 于鸣 摄

下图：宛城区茶庵乡众合晟农业开发公司在500亩蔬菜基地采用小拱
棚提前种植广东菜心，期望早春有个好收成，卖个好价钱。

本报记者 郭天强 摄

红
泥
湾

创
建
﹃
省
级
生
态
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