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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 ]

1月7日，在洛南县保安镇

文峪村羊肚菌技术研发中心大

院里，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装

填营养袋（制种）。据悉，自

2022 年 9 月份以来，该中心每

天可吸纳40多名当地村民就近

务工，人均每天增收100多元。

（本报通讯员 杨开让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张 鹏）2022 年以来，丹凤县峦庄镇马
家坪村依托红色文化和高质量生态环境，在推进实施秦岭山水
乡村建设中，坚持“支部引领聚力民居整治，干群携手共建美丽
乡村”发展理念，打造出一个党旗红、环境美、产业兴、农民富、乡
风好的乡村振兴示范新村。

该村充分挖掘周家屋场革命历史遗址底蕴，建起红色革命
历史遗址纪念馆和党员干部教育基地，配套建成红色革命遗址
广场，以红色村庄为主体，找准红色文化、干群教育、乡村文明三
个结合点，激发干群革命“基因魂”。按照“一拆两清三改四提升
五建园”要求，对村内卫生死角进行全覆盖清理，拆除土坯旱厕
30 座、猪圈 5 座，废弃柴棚 4 处，新建卫生厕所 21 座，村容村貌
焕然一新。依托村情地域实际，合理利用土地林地资源，科学管
理苹果园 20 亩、套种天麻 3000 窝，全村共计种植天麻 900 亩，
猪苓 230 亩，茯苓 170 亩，其他名贵药材百余亩，2022 年人均收
入 19700 元，同比增长 11%。优化完善“人盯人+”社会治理体
系，全村划分 29 个网格片区，每月对片区整治成效进行检查打
分排名。以村级“一约四会”为抓手，积极开展“五美庭院”“十星
级文明户”“道德模范”等评选活动，树立典型 26名，大力营造文
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推动治理效能持续提升。

传红色基因 绘振兴画卷

本报讯 （通讯员 蔡 铭）初冬时
节，阳光和煦，暖风微吹，走进山阳县城
关街办下河村，只见道路两旁的绿化树
枝繁叶茂，家家户户房前屋后整理得井
井有条，花圃上的蔬菜和果树相映成趣，
俨然一幅美丽乡村的田园生活画卷。

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施以来，山阳
县城关街办依托秦岭山水乡村建设，扎实
推进“八清一改”和“两拆一提升”行动，持
续扮靓乡村颜值，不断擦亮乡村振兴底
色，让乡村环境和群众生活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老百姓的幸福感逐步提升。

“以前村子杂草丛生，垃圾成堆，晴
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道路仅一辆板
车勉强通过。自从开展村庄百日清洁
行动后，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下河村村
民方先来说。

“过去电视上常常看到的垃圾分
类，在我们村也推行开了。”看到村里头
实施垃圾分类，方先来积极响应，他还
主动无偿让出门前菜园地给村里修建
水泥路，方便群众出行。

为支持配合村里亮化美化工程，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和行政审批局驻
村工作队还先后争取资金 20 万元，打通
了困扰村民多年淤积不畅的水渠，并建
起了活动广场，添置了健身器材。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村干部意识到，没有文明的乡风、
淳朴的民风，再好的物质基础也是白搭。

近年来，下河村大力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从“崇文尚德树
新风”开始，逐一改变群众的生活陋习，积极开展“好婆媳”“好
儿媳”“五好文明家庭”“十星级文明户”“五美庭院”等评选表
彰活动，引导群众人人争做文明人。

现在，村民们一有空闲就到村里健身锻炼，美丽庭院建成
后，更成了群众们文化休闲的好去处。

“在村‘两委’的引导和方先来的示范带动下，助人为乐、
帮扶济困、邻里和睦在村子里蔚然成风，乡村振兴朝气蓬勃。”
下河村党支部书记王涛如是说。

如今的城关街办下河村，不仅“外表美”，更催开了美丽乡
村“文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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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柯贤喜 辛
恒卫）近日，走进镇安县茅坪回族镇茅
坪社区，装修一新的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宽敞明亮，前来办事的群众络绎不
绝。不仅如此，社区还在附近修建了
口袋公园、活动广场、沿河步道等设
施，力促党建和群众生活融合起来。

“创‘星’争‘星’着实不易，我们在
原有基础上，结合秦岭山水乡村建设，
争取项目资金 60 多万元，进一步完善
了党群服务中心及周边设施功能，目
的是实现群众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
镇的目标。”社区党支部书记马东海介
绍。自开展创“星”争“星”活动以来，
茅坪回族镇坚持把支部创“星”和党员
争“星”活动与巩固脱贫成果、乡村振
兴、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和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凝聚“一条心”、
织密“一张网”、形成“一盘棋”，聚焦

“建”、盯紧“干”，多措并举持续推进创
“星”争“星”活动走深走实。

茅坪回族镇充分发挥党支部和党
员“堡垒”“领头雁”作用，扎实开展“党
建领航·红映栗乡”主题活动，全面落
实“三百四千”工程奋力赶超行动，积
极组织开展党支部书记专题培训、村

“两委”干部轮训等活动，持续加强基
层党组织建设，激活基层党员干部的
干事创业热情，形成敢于担当、踏实肯
干的整体风貌，为创“星”争“星”活动
集聚“动能”；着眼产业兴旺，推进村级
集体经济发展，挖掘培养“土专家”“田秀才”等乡土人才，激活人
才能力，助力返乡创业人员和企业，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招引
农产品特色企业，增加专业合作社数量，培育了清真食品、牛羊
肉产品一批有特色、质量优的农副产品品牌，为建设经济强镇提
供有力支持；立足宜居乡村建设，统筹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以治理“五乱”、开展“六清”、创建“五好乡村”和“五美庭院”
为重点，党员先锋带动，引导回汉族群众共同参与，做好村庄规
划，推进厕所革命，实施垃圾分类，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围绕

“平安茅坪”建设，以“三零村”创建为工作目标，充分发挥片区片
长作用，持续开展反诈宣传，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常态化开展安
全生产检查，防范化解管控各类矛盾风险，确保全镇大局稳定；
培育文明乡风，在各支部建设了各具特色的红黑榜和比看墙，定
期开展道德模范评选、好人好事晾晒等评比晾晒活动，增加群众
性文化活动频次及活动多样性，加强“一约五会”、思想道德和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回汉族群众的精神文明风貌，推进乡
村文化繁荣兴盛。

2022年以来，茅坪回族镇先后创建红旗党支部 6个，表彰红
星党员30多名，有效提升了党员干部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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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程倩 张鹏）近年来，丹
凤县积极探索推动“组织联建促产业融合”发展模
式，通过联合党委有效整合农村组织资源、产业资
源、人才资源，实现了产业聚集、集体增收、群众致
富、产村融合的良好局面，精准助力乡村振兴。

党建引领、支部联合，增强产业集群凝聚力。
依托丹凤县良种天麻产业园，大力推行“联合党
委+专业合作社+功能型党小组”发展模式，成立
种植、研发、生产、销售、培训、技术服务等 6 个产
业党小组，本着“地域相邻、产业相同、功能互补、
发展互助”原则，发挥内引外联作用，联合周边 5
个镇办 36 个村成立丹凤县天麻产业发展联合党
委，明确由镇党委副书记担任联合党委书记，园区
负责人和县派党建指导员为副书记，5 个镇办组
织委员为委员，强化联合党委统筹协调能力，同
时，在各镇办有天麻产业规模的村设立天麻产业
支部，吸收村支部书记、党员致富带头人等担任天
麻产业支部书记，建强推动产业发展“指挥部”。
2022 年共流转土地 1200 多亩，建成蟒岭天麻药
园基地 12个。

头雁领飞、党员领办，提升增收致富战斗
力。天麻产业发展联合党委成立后，注重选拔
培育在群众中带富能力强、威信高的产业致富
带头人，选派 31 名党员驻村兴农领办实事 39
件 ，选 拔 58 名 头 雁 带 富 领 飞 推 动 村 级 产 业 发
展，目前峦庄镇 11 个村均已完成 1 亩“千名党
员驻村兴农”天麻种植示范基地。同时，天麻产
业发展联合党委建立“导师帮带”机制，先进村
党组织对后进村、薄弱村等把脉问诊，帮助查找
解决产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实现共同发
展。联合党委依托产业园区统筹河口、街坊等
村打造秦岭天麻康养小镇，在两河口交汇的百
草园建成集餐饮、康养、旅游于一体的特色民宿

群，新建哆咪屋民宿 14 套，实现镇域 11 个村抱
团发展，推动实现富民强村。

盘活资源、壮大产业，提高资源资产创造
力。产业联合党委把推动产业发展作为抓党建
促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坚持以产业项目为落脚
点，因地制宜支持结对村发展特色产业，做大做
强发展项目，形成“一村一品”“一村多品”的发
展格局。为做大做强天麻产业，联合党委协调丹
凤县永福工贸有限公司为 3 县 9 镇 776 户农户、
32 个产业合作社、11 个村集体经济组织捐赠价
值 120 多万元天麻菌种，支持农户和合作社发展
天麻产业。建成占地 200 多亩的天麻木耳猕猴
桃立体种植示范基地，辐射带动全县 1.1 万户种
植天麻 1.8 万亩，户均年收入 5 万元以上。

汇才引智、建强队伍，激发干事创业新动力。
丹凤县积极开展“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活动，本
土企业家梁富斌通过政府招商引资回乡创办丹凤
县永福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建成良种天麻产业园
区。依托园区建立企业人才培训基地，定期邀请
商洛学院博士开展技术指导和科研攻关，成功攻
克菌种退化、连作障碍、袋料栽培等技术性难题，为
企业培育高级技术人才 40 多名。通过政府搭台，
成功引进中科院北京协和医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王
秋颖教授团队入驻园区，建成全国规模最大、产业
链最长、教科研水平最高的天麻产学研基地，创新
袋式栽培、仿林下种植技术领先全国，其研发的国
内最先进的“蟒岭红”“武关黑龙湾”天麻系列菌种
已进入大批量生产，天麻年
销量达 3.6 万吨，产
值近7.7亿元。

“链”上筑堡垒 “联”动谋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康 刘婷）
丹凤县作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2022 年以来，中共中央组织部、教育部
等八部门围绕该县医疗、教育、农业产业
发展等方面的短板弱项，选派了一批政
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工作作风硬的干
部人才下沉乡村振兴一线开展“组团式”
帮扶，补短板、育人才、破难题，为乡村振
兴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精准补齐短板，推动医疗水平提
升。医疗“组团式”帮扶团队 6 人入驻丹
凤县医院后，已任命 1 名医疗人才担任
医院院长，5 名医疗人才担任中层管理
人员，全面开展医疗诊治工作。目前，已
填补了 5 项医疗技术空白，加快推进骨
科、神经内科等 5 个中心建设。制定了

《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人民医院帮
扶计划》，细化 51 项重点任务。截至目
前，帮扶专家开展门诊 800多人次、会诊
70 多人次、疑难病例讨论 50 多人次、义
诊 4 次 1000 多人、教学查房 26 次、手术
示教 60 多次，通过帮扶团成员与医生

“结对子”，精准培训不同层次医疗骨干
300 多人次，让群众足不出县就享受到
了优质的医疗服务。

精准育好骨干，推动教育质量提
升。积极发挥教育帮扶专家作用，根据
专家特长合理安排岗位，在全面启动新
课程改革后，全体帮扶教师深入教学一
线，重点参与完成了《新课程设置方案》

《全员育人导师制度》《学生生涯规划教
育实施方案》等 12 个制度及细则。细化

52 项重点任务，教育专家人才“师傅带
徒弟”结对帮扶本土人才 16 对，组织培
训 5 场次，培训教师 324 人次，根据学科
实际共建教学团队 10 个、名师工作室 2
个、联合教研平台 9 个。丹凤中学与新
加坡励正中学开展学校教学、校园艺术、
地域文化等多个领域联谊活动，与南京
市雨花台中学开展课堂研讨活动，县职
教中心与南京中华中等专业学校开展结
对研修，依托先进教育资源优势，不断提
升丹凤教育教学水平。

精准对症施策，推动产业效益提
升。积极与国家选派丹凤县科技特派团
进行对接，召开视频对接会 3 次，围绕葡
萄（葡萄酒）、肉鸡、核桃、食用菌产业发
展等领域，对全县产业技术需求进行收

集反馈。科技特派团成员们先后 3 批次
20 人次深入镇村、企业，进行实地调研，
召开座谈会 8 场次、现场解决产业发展
技术难题 11 个，4 个产业链企业负责人
与科技特派团达成产业发展技术需求意
向 17 个，帮助解决了 15 项影响产业发
展的关键技术难题。食用菌产业组 4 名
专家驻夏琳公司服务，解决食用菌生产
大棚湿度控制、污染防治等问题，使企业
由原来每天亏损 1 万元转为盈利 2 万
元。疫情防控期间充分发挥“互联网+
新媒体”优势，在线上举办平菇熟料栽培
关键技术、动物疫病净化等技术培训交
流会 10 场次，推送相关产业技术资讯
35 期，线上线下技术培训 35 场次、1215
人次，为丹凤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组团式组团式””帮扶助力丹凤乡村振兴帮扶助力丹凤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