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大振兴高质量
全域旅游排头兵

核心提示

沁阳市山王庄镇深入贯彻落实
沁阳市委七届二十次全会暨市委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加快推进五大乡
村振兴高质量，在沁阳市建设历史
文化名城上深度挖掘黑陶文化、民
俗文化等文化资源的文化内涵、历
史底蕴及时代价值，推动文化旅游
高质量融合发展，在全域旅游示范
区建设中勇当排头兵。先后取得了
焦作市平安建设先进乡镇、焦作市
信访工作综合成绩突出乡镇等荣
誉；万北村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
镇、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等荣誉；
2020 年申报山王庄姜入选全国名特
优新农产品名录，申报怀姜种植技
艺、李商隐故事入选焦作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五大振兴 推进发展高质量

组织振兴。重点做好两委换届，抓好两
委班子建设和农村党员队伍建设工作，凝心
聚力打造亮点党建综合体。

产业振兴。重点挖掘黑陶文化产业，坚
持“品牌+工艺+文化”的发展理念，促进非
物质文化传承和发展；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发展“怀庆三辣”特色农产品种植、加工产
业，促进农民增收。

人才振兴。重点做好乡土人士联络和回
归工作，积极搭建各类平台，营造“争做乡土
人才、为家乡作贡献”的良好氛围，同时培育
本地优秀年轻人才参与家乡事业。

文化振兴。重点围绕朱载堉、李商隐等
历史文人，结合文化旅游、项目建设助推历
史文化的挖掘和保护。

生态振兴。重点推动环境保护、“厕所革
命”、经济发展等各项工作的具体落实，推进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实现经济社会
绿色发展。

项目为王 优化产业新结构

坚持项目为王。先后成
功引进了沁阳市怡心养老服
务有限公司、畅想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河南尚义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兰沃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等。目前，
在建项目有怡心养老苑、
山王庄镇健身广场项
目、山王庄镇镇区改造
项目、黑陶小镇文化园
旅游开发项目。已建成项
目有鑫特耐火材料有限
公司年产 20 万吨微膨胀
莫来石均化料及10万吨
不定型高温材料制品项
目；丹水农庄蔬菜种植
基地项目；联晋年周转

90 万吨煤炭环保技
改项目；沁阳市开元
饮料厂的碳酸饮料

果味饮料扩建项目；沁阳市恒运物流运输项
目；易龙年产6000万块机制水泥砖透水砖项
目；广美年产10万吨脱硫剂项目；沁阳市赫博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汽车服务中心项目；山
王庄镇历史文化修复改造项目等9个项目。

调整产业结构。逐步实现煤炭市场规范
化、智能化、绿色化生产，助力双马公司改造
复产提升，重振经济发展战略支柱产业，实
现高质量发展。2021年，重点推进山王庄镇
体育健身广场项目及配套设施建设；重点推
进怡心苑养老公寓项目二期建设；积极引进
总部经济河南镖驹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无车
承运项目。

全域旅游 构建文旅新体系

探索“1+2+3”转型发展新模式。打造山
王庄镇文旅综合体。“1”即“康养健身产业”，
推动怡心苑康养中心及山王庄镇健身广场
项目；“2”即谋划“黑陶小镇”“商隐小镇”新
发展布局；“3”即“朱载堉文化产业园”“李商
隐文化产业园”及“沁园公园”三园建设。实
施山王庄镇区改造项目，对镇区郑常路两侧
排水、线路、路灯、管网、绿化、门面房等基础
设施进行改造升级，对焦克路立面改造提
升，全面改善镇区面貌。

加快黑陶小镇建设。累计投入资金1000
余万元，先后整修30余孔窑洞，建成了展示中
心、黑陶博物馆、体验中心、接待中心等，基本
具备小众化接待游客的能力。目前，有50余家
黑陶生产大户，年产值达5000余万元，带动群
众增收3000余万元，初步形成小镇建设运营
良性发展的内生动力。2020年第三季度焦作
市项目观摩活动，黑陶小镇作为沁阳市观摩
点，接受了焦作市各级领导的观摩指导。

党建引领 各项工作上台阶

打造9个党建综合体。融党建氛围营
造、学习教育活动、村级振兴发展于阵地建
设中，延伸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发挥功能集
聚阵地优势。稳步推进换届工作，选优配强
两委班子，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两委换届工
作全面完成，辖区 17 个村选出两委委员 65
人，实现4个百分百。

巩固脱贫成果。全镇全部实现脱贫，实
施扶贫产业项目 6 个，总投资额度 425.8 万
元，覆盖272户贫困户，实现产业分红19.2万
元。实施基础项目31个，总投资额1382.2万
元。推进消费扶贫助力脱贫攻坚，开展订单
种植和兜底包销，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运
营模式，省扶贫办及焦作市级领导多次到闫
斜村调研指导工作。

开展道路提升工程。2020年，辖区新横
路作为“焦作市第三季度‘四好农村路’观摩
活动”沁阳市观摩点，迎接焦作市领导观摩
指导。该镇对该路4.6公里沿线进行高标准
绿化提升，累计投资200余万元，种植银杏、
黄杨、竹子、金叶榆、香花槐等4万余棵，打造
4处节点游园。同时，绿化提升。累计投入120
余万元，种植法桐、杨树、红叶李树、竹子等
植物2万余棵，种植草皮4200平方米，打造6
处节点游园。美化提升。累计投入80余万元，
对公路沿线可视范围内有碍观瞻的建筑物
52处、门头招牌72处予以拆除，立面改造3.2
万平方米，修筑围墙1000米。净化硬化提升。
62家汽修门店全部入园经营，汽修大院地面
实现全面硬化。

推进环境整治。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全镇17个村全部纳入全市城乡一体化垃
圾转运机制，实现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确定
万北村开始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试点工
作，全村配备分类垃圾桶350个。推动改厕工
作。2020年共完成改厕2432户，累计完成改
厕4936户，占总户数的86%，占省定目标任
务的93%。盆窑村、廉坡村、新店村等11个村
已通过市里验收，万北、山王庄、赵庄改水改
厕工程近期全面投入使用，剩余的郭庄、张
庄、万中已经完成总任务的 85%。开展村容
村貌整治。争取美丽乡村项目1000余万元及
扶贫项目资金，对万北、盆窑、闫斜等村实现
美化、亮化，并积极配合市规划部门，开展实
用性村庄规划。

常态化疫情防控。强化联防联控，完善
班子成员、包村干部、两委干部、辖区党员联
系各村群众的网格化联户工作机制，保障

“战时力量”。全面排查春节返乡人员，截至2
月22日，累计返乡人员1172人，其中境外返
乡人员 4 人（1 人在王召集中隔离），国内低
风险地区返乡人员1168人。

沁阳市
山王庄镇

“三链”党建综合体
构建群众满意幸福链

沁阳市太行街道
沁阳市太行街道党工委围绕沁阳市委党建引

领基层治理，全面推行“四联三保七推进”“党建三
单”“双建一挂”的总体工作部署，创新
党建引领发展新模式，以打造高质
量党建综合体为抓手，积极构建
融合共建、开放共享、联动共赢
的党建链、服务链和产业链“三
链”，提升经济发展质效，提高群众
幸福指数，全力助推乡村振兴和经
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建强党建链

该街道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
领导，以党建为引领，发挥党支部
凝心聚力作用，按照“支部强、产
业兴、农村美、农民富”的发展思
路，发挥出党建综合体“党建链”
功能。

在太行街道朱庄，通过党建
综合体“党建链”，形成了“一核双
翼五中心”的发展格局。“一核”以
党支部为核心点；“双翼”为做强
集体经济和提升服务能力；“五中
心”为融园创客中心、总部经济中
心、养老服务中心、幼儿教育中心
和培训辅导中心。同时在每个中
心设立党员联系点，提供“点对
点”“一对一”服务，及时纾难解
困、破解难题。截至目前，城区 8
个村居，已建成投入使用4个，其
他 4 个党建综合体正在推进中，
力争今年全覆盖。其中朱庄党建
综合体发挥辐射效应，每年为村
集体经济增加收入50余万元。党
建综合体全面引领“服务、创业、
文化、医疗、教育、娱乐”等格局形
成，群众的幸福感和党员干部的
获得感显著提升。

夯实服务链

该街道以沁河为界，分为沁
南、沁北两个片区。沁北地区距离
城区较远，群众办事不方便、同时
也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为有效解
决问题，该街道在北关庄村打造
党建综合体，建立了“放管服”便

民服务中心，设有专门办事窗口，
能够一站式为周边7个村的村民
提供十大类68项便民服务，所有
功能 7 个村群众共享，形成了以
北关庄村为中心的5分钟综合体

“服务链”。同时在距离北关庄100
米的西沁阳村，该街道与民政局、
总工会、残联、电信公司等部门携
手合作、共建共享，为周边群众提
供全方位、多样化服务。并新增了
慈善幸福院、舞蹈培训班、超市、
卫生室、康复室等便民服务领域，
进一步延伸了党建服务链，打通
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构建产业链

该街道东沁阳村从打造党建
综合体入手，专门建设7间600平
方米房屋，成立创业车间，生产手
工皂、环保手提袋及环保酵素，不
仅实现了变废为宝，还从集体经

济几乎为零实现全年增加集体收
入30余万元，通过线上销售全国
多个城市，销售额达 36 万元；线
下销售周边地区，销售额10万元
左右。2020年年底又启动了冷库、
石磨坊的建设，目前已完成，扩大
绿色种植基地 200 亩，集体种植
面积 300 多亩，不断拓宽绿色经
济发展渠道。在该街道东义合村，
通过党建综合体充分结合全域国
土综合整治和牡丹花海种植和观
赏项目的优势，盘活闲置土地资
源，大力发展文旅产业，撬动农村
绿色产业和三产的融合发展，形
成综合体“产业链”，探索出了一
条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发展路子。

建成幸福链

该街道党工委围绕城乡并存
的区位特点，始终把打造高质量
党建综合体“三链”作为强化基层

党组织政治功能的有效抓手，拓
展完善服务功能的有效载体，引
领乡村振兴的组织保障，引导群
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在
群众向往美好生活中，党建综合
体的“三链”作用发挥了巨大作
用。

“三链”增强了群众对高素质
“两委干部”带领村居高质量发展
的需求。在此次村居换届工作中，
该街道办事处严格按照要求，率
先在全市完成全处村居换届选举
工作，并圆满实现“四个百分百”

“一降一升”目标任务，首次实现
研究生进村“两委”，选出了组织
充分认可、综合素质更加全面、群
众更加满意的村“两委”干部队
伍，为下一步党建引领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组织和人才保障。

在下一步工作中，该街道党
工委将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不动
摇，强化党建综合体的“三链”作
用，以群众满意为目标，以化解问
题为导向，以抓党建、强产业、惠
民生、优服务、促和谐为主要职
责，切实把党建资源和其他相关
资源最大限度地激活用好，助推
产业壮大、脱贫攻坚、城市建设、
社区服务等社会治理工作再上新
台阶，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乡村振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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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圣公园。

党建综合体乡村党校。

美丽的乡村环境。

黑陶小镇。

黑陶作品——河内八景图。

北关庄党建综合体。

东沁阳村扶贫加工车间。

东沁阳村扶贫直播销货。

东沁阳村相关产品。

东义合村牡丹园。
朱庄开展活动。

西沁阳村党建服务大厅。

（本版图片均由沁阳市太行
街道提供）

（本版图片均由沁阳市山王庄镇提供）

朱庄两委干部开展党建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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