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感言
如何挖潜乡村文化，引领乡村

振兴？今年沁阳市两会政府工作报
告明确提出：要在沁阳市打造文化
强市过程中彰显盆窑力量。黑陶淘
金，文化生金。盆窑黑陶这一无价
之宝，为乡村振兴增添了无限可
能。

■记者感言
乡村要振兴，因地制宜选择富

民产业是关键。对九渡村来说，乡
村旅游就是村民的聚宝盆、摇钱
树。村庄美了，游客来了，村民腰
包鼓了，乡村旅游的带动作用在九
渡凸显。

本报记者 赵改玲

它是“土与火的艺术、力与美的
结晶”，它“黑如漆、明如镜、薄如
纸、硬如瓷、视如铜、敲如磬”。它，
就是历史悠久、雅俗共赏的沁阳市山
王庄镇盆窑村黑陶。

拥有千年黑陶生产历史的盆窑
村，如何抱着“中国黑陶之乡”这只

“金饭碗”，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近
日，记者走进盆窑村，感受黑陶给这
个山村带来的变化。

昨天：活色生香，传承千年

盆窑，顾名思义，就是以生产黑
陶著名的村子。可见，黑陶对该村的
影响有多么深刻。

黑陶生产技艺在这里已传承千
年。从这里走出来的我市著名作家韩
达在 《盆窑黑陶传千载》 一文中写
道：“我的故乡河南省沁阳市盆窑村，
大概是中国少有的以产品命名，又以产
品建村、兴村的村庄了。如今，很少有
以古老的手工技艺而活色生香千余年
的古村，也许，从我的祖先们决定将他
们的梦想置于太行山下这片沃土开始，
便与黑陶签下了千年的契约。”

“家家有陶窑，户户冒青烟”曾是
盆窑村一景。据该村党支部原书记吴
小宝介绍，盆窑黑陶的声誉高，有

“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
视如铜、敲如磬”的特点，产品远销
山西、河北、陕西等地。

据山王庄镇工作人员郭淑娟介
绍，盆窑以产黑陶而著称，生产黑陶
的历史极为久远。据记载，盆窑黑陶
兴盛于隋末唐初，曾被中国历史上唯
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列为皇家贡品，定
为"御制黑陶"。明末清初，盆窑黑陶
达到鼎盛时期，产品通过太行古道和
万善驿畅销黄河两岸、晋陕大地，窑
主们把黑陶店铺和货栈开到了北京、
湖北、山东、陕西等地。清代，这里
生产的莲花纹大鱼缸、牡丹花盆、寿

缸、鼓瓶、青狮等陶品备受宫廷喜
爱，被摆放在皇宫和颐和园各处供观
赏。至今，北京故宫仍保留着盆窑村
生产的虎头大鱼缸。河南沁阳一度成
为与山东日照、陕西秦源、河北馆陶
并称的中国四大黑陶生产中心之一，
被誉为“中国黑陶之乡”。

上世纪初，盆窑黑陶先后在美国
旧金山“万国商品赛会”及菲律宾马
尼拉世界工艺品展览会上获奖。当时
的童谣是这样唱的：“洛阳牡丹河内
陶，不施粉黛亦妖娆。”

今天：守正创新，焕发生机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社会
的发展，黑陶制品被更便宜、更实用
的塑料、金属器具取代，盆窑黑陶逐
步走向衰落。

近年来，我市加快发展盆窑黑陶
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产业。2008
年，黑陶制作技艺被列为焦作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2009年，黑陶制作技艺
被列为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黑陶制品不再只是生活必需品，
而拥有了更多工艺品的属性。古拙的
鱼缸、精致的茶具、朴素的笔筒以及
砚台、香熏炉、美女瓶等，黑陶制品
品种非常丰富。

难能可贵的是，盆窑黑陶的生产
工艺并没有进行工业化变革，几乎所
有环节仍是纯手工制作。因此，盆窑
村的每一件黑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
的。目前，鱼缸、鱼盆是盆窑村销量
最大的黑陶工艺品。这些黑陶鱼缸不
仅外形精美独特，而且胎体紧密、透
气性强，长时间不换水，水也不会变
质，养鱼极易存活。黑陶为双气孔、
海绵气孔结构，透气不透水，非常适
宜泡茶，有久用滋生茶茸的特性。凡
滋生茶茸的黑陶茶具，即使不放茶
叶，单以沸水冲入，也能泡出具有淡
雅茶香的茶水来。黑陶茶叶罐分为内
外两层，透气性能好，能使茶叶长久
保持新鲜口感，色泽如新。

怪不得，盆窑黑陶被不少人称为

“陶中贵族、绿色工艺”。正因为盆窑
黑陶有这么多优良特性，所以不仅在
北上广热销，还远销韩国、缅甸等国。

日前，盆窑村陶艺师王金波专门
从湖北武汉请来一位具有十几年从业
经验的陶艺师，正共同为北京客户精
心制作3只黑陶鱼缸。

明天：黑陶乐园，传承基因

如果说，水是黑陶的血脉，土是
黑陶的骨肉，那么人才是让它在历史
中闪光的关键。

为了让黑陶为乡村振兴贡献更大
力量，近年来，山王庄镇在推动黑陶产
业发展上作出不少努力，以“文化黑
陶”为抓手，以“黑陶记忆、留住乡
愁”为乡村旅游发展主线，从山水、人
文、产业、设施、空间、环境六方面综
合谋划，全力建设集食、住、行、游、
购、娱于一体的黑陶小镇项目。

穿过焦枝线铁路涵洞，记者进入
建设中的黑陶小镇，只见错落有致地
分布着砖砌的窑洞，灰砖土墙，青石
铺地，古树映衬，窑洞外墙上隔出的
一个个空间内，放置着不同款式的黑
陶产品，给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一
种古朴厚重的气息扑面而来。

黑陶小镇是焦作师专的教学实践
基地，建有体验工坊。下一步，黑陶
小镇将打造黑陶文创园，通过建设黑
陶创客中心、黑陶博物馆、创意会展
中心、陶艺体验馆、品牌艺术馆等标
志性建筑，推出黑陶文化游，吸引国
内外游客，提高盆窑黑陶的影响力和
知名度。

盆窑村：黑陶淘金 文化为本
本报记者 姚广强

“周末哪里去？还是去九渡”。短短
几年过去，沁阳市常平乡九渡村已经成
为焦作市民旅游的黄金目的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丹河碧水
四季长流，太行秀色举目可见，大自然
给九渡村留下了一笔无价的山水财富。
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该村做足做活山
水文章，突出“土味”，注重“野趣”，
做精民宿，提升农家乐质量，优化山水
游品质，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上成功蹚
出了一条富民路。在实现乡村振兴的新
征程上，该村将进一步挖掘生态价值，
完善基础设施，努力把九渡打造成融
吃、住、游、乐、购于一体的山区旅游
特色村、精品民宿示范村，让秀美山水
生金，让村民日子更美。

旅游迈开步，鼓了村民腰包

4 月 3 日是周六，午饭和晚饭时
间，位于九渡村丹河旁的野王怀九渡农
家菜馆里饭菜飘香，老板申小芳和妻子
忙得团团转，山韭菜炒鸡蛋、蒸茵陈、
木兰芽等特色菜深受游客欢迎。

“这几年来游玩的人越来越多，生
意越来越好。周六一天的营业额能有个
5000元吧！”申小芳乐呵呵地介绍。

更让申小芳开心的是另外一条消
息：今年1月27日，沁阳市委书记王家
鹏到九渡村的一个自然村里沟村调研乡
村旅游，强调里沟的原始村貌非常宝
贵，民居要按照政策，能保留的保留，
能继承的继承，按照修旧如旧、保持原
貌的原则进行修复。申小芳家的老屋就
在那里。目前，沁阳市相关部门已行动
起来，配套建设供水、垃圾处理、排
污、用电、节能等基础设施，要把里沟
打造成一处特色旅游点。

九渡村有 13 个自然村、村民 643
人，山水风光是最大财富。神仙洞全长
约 2000 米，内部景观奇异，美不胜
收。六郎寨巍峨耸立、地势险要。古朴
的石头房子，树龄数百年的古树名木，

不施粉黛的原生态，让九渡村的旅游产
业风生水起。

九渡村人深挖历史文化潜力，让有
百年历史的石头房变成了摄影师、画家
的采风地；把4座传统水磨坊修复后用
于生产石磨面，变成了游客的“网红打
卡点”。第二批国家级传统古村落、河
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已成为九渡村的
金字招牌。

“节假日里，游客一天最多近 1 万
人。山韭菜、土蜂蜜、小杂果、高山杂
粮等山货好卖得很。山韭菜最高能卖到
60元一公斤，平时能卖到30元一公斤
左右。村里家家围着旅游转，压根不愁
没钱赚。”九渡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
主任刘桂林介绍。

同奔致富路，一个都不能少

山上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
尺平，年年灾害多。曾经，这是九渡村
的真实写照。风景再美，却不当吃不当
喝。2014 年，九渡村被定为河南省深
度贫困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00
户、296人，接近全村总人口的一半。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九渡人痛定思
痛，再不能走挖山毁林、竭泽而渔的老路，
要走护山养水、发展乡村旅游的新路。

2017年至2018年，九渡村通过积极
争取上级扶贫资金，硬化了九渡村至里
沟村、沟口村至尚河村的道路。从此，九
渡村 10 个村民小组之间实现了道路的
全面硬化，群众出行难的问题解决了。现
在，从九渡村开车到海拔最高、与山西省
接壤的尚河村，只需要半个小时。

近几年，九渡村先后投资 300 余万
元打造尚河古村落保护项目，改善基础
设施，逐步建成了游客服务中心、旅游公
厕、停车场、旅游产品超市等，主要景点
有神仙洞、六郎寨以及九渡影视基地等。

《卧薪尝胆》《大秦帝国》《石磨上的勋章》
等多部影视剧外景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借助旅游发展的东风，村里成立了
沁阳市沁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并注册
了“九渡印象”商标，对特色系列杂粮
进行品种选择、包装、收购加工、运输

仓储一体化设计，有效增加了村民和村
集体的收入。

目 前 ， 全 村 电 网 入 户 改 造 率
100%，饮水安全人口惠及率 100%。
2020年，该村集体收入从原来的1万多
元增加到16.4万元，村民收入从之前的
人均不足3000元增加到人均1万余元。

旅游创精品，绘就更美蓝图

3月30日，九渡村村委会发布了一
则招商信息。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
业，进一步提升神仙洞的游览服务品
质，完善旅游服务业态，经研究，该村
决定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面
向全社会公开招商。

在五年发展规划中，九渡村的未来
清晰可见：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
和旅游部将九渡村列入《太行山旅游业
发展规划 （2020 年至 2035 年）》 文化
遗产旅游村、国家住建部将九渡村列为
第二批国家级传统古村落以及九渡村被
评为省级乡村旅游特色村的优势，大力
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积极发展精品民宿
旅游，将九渡村建设成生态景观美、历
史文化浓、农村农民富、村风家风淳的
特色山村旅游示范村。

该村计划将3孔窑洞和老水电站改
造成融村史馆、老年人幸福院、乡村振
兴培训基地、游客旅游休闲中心、党课
大讲堂于一体的党建多功能厅；争取上
级扶贫资金，把尚河游客疏散中心改造
为集绘画写生、摄影及接待住宿为一体
的旅游基地。今年，该村将继续完善九
渡核心景区基础设施，修建生态停车场
和规范的售货摊位。

九渡村：旅游引领 山水生金

■记者感言
没有路，闯条路；产业路，富裕

路；文明路，振兴路。坞头村闯出产
业路、走出致富路，产业路、富裕
路、文明路一脉相承，引领乡村振兴
路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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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感言
位于城乡接合部的袁屯村补短板

强弱项，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大力整
合土地，在做好招商引资工作的基础
上发展总部经济，打造休闲小镇，为
乡村振兴提供了样板。

本报记者 朱晓琳

从贫穷落后的偏僻村，到家家有别
墅的明星村；从只会种粮，到朝着打造
科创基地、休闲小镇的目标阔步前进；
从1.0版本的美丽乡村，到2.0版本的休
闲小镇……沁阳市沁园办事处袁屯村，
以整合土地为龙头，整合生金，整改起
飞，整出了乡村振兴样板。

3月31日，记者走进袁屯村，只见
连排式两层别墅整齐划一；别墅前后绿
树葱茏，樱花怒放；路面干净整洁，强
弱电入地，污水雨水管网分流；村两委
会办公楼、文化广场现代时尚，3个小
游园篮球场、乒乓球台、健身器材配套
齐全，小村安宁又幸福。

整合资源，建成美丽乡村

袁屯村全村165户747口人，土地
总面积 63.87 公顷，位于沁阳市区南
部，西邻沁南产业集聚区，距菏宝高速
沁阳出入口1.5公里。以前，袁屯村所
处位置比较偏僻。如今，随着沁阳市发
展步伐加快，城市扩容，袁屯村的地理
位置由劣势变成了优势。

2005年，袁屯村定下“节约土地、集
约开发、绿色环保、改善人居、乡风文明、
持续发展”的思路，开始整合资源改造旧
村，踏上建设美丽新村之路。

袁屯村党总支大力实施“两委联
组、党员联户”党建工作法，设立产业
兴旺组、生态宜居组、乡风文明组、治
理有效组、生活富裕组5个责任组，由
村两委会成员分别联系5个责任组，构
建起以党总支、村委会和党员为主导的
群众服务网络；采取多种筹资方式，不
占用耕地，不让群众垫资，历时 10 年
时间，前后花费1亿多元，有效解决了
村民乱占宅基地、“空心村”现象严重
等问题，使 200 栋连排式别墅拔地而
起，每栋别墅面积达258平方米，村民

只要付4万元就可以入住。

重整行装，加快城乡融合

在整合土地资源方面，袁屯村还有
更多尝试。全面流转土地，调整种植结
构；在太行大道建设商铺20间；建设5
层现代化村委会大楼，其中3层出租给
科技公司、律师事务所等实体，负一楼
拟出租给一家物流仓储企业，促进村民
就业……

该村村委会先后投入380万元，购
买、种植塔松、广玉兰、枇杷、海棠等
各种树木 3 万余棵，栽种草坪 2.67 公
顷，在村庄周边种植阔叶林带 20 余
条，绿地率达46%，使袁屯村成了远近
闻名的“森林村庄”。整合土地资源加
快了城乡融合步伐，推动村集体收入连
年增加。近年来，袁屯村先后获得全国
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妇联基
层组织建设示范社区、河南省新农村建
设标兵单位等荣誉60余项。

整装待发，迈向休闲小镇

2018 年，袁屯村定下“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目标，以招商基地、休闲小
镇为具体定位，整合资源，强力打造融

“总部经济、特色餐饮、文化休闲、民
宿酒店”于一体的袁屯休闲小镇。尤其
是河南省科学院 （沁阳） 科创园入驻
后，袁屯村抢抓机遇，打造沁园科创
谷，全力建设总部经济。

安德烈·伊万内斯，白俄罗斯国家
科学院主席团秘书长、副主席，研究领
域：物理化学和胶体化学；余学军，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赵亮，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水质研究
专家……记者在袁屯村内主干道两侧看
到，介绍沁园科创谷科创团队专家的宣
传栏沿街摆开。“我们大力宣传科学
家，是为了让村民尽可能多地了解沁园
科创谷。”袁屯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杨团说。
袁屯村科技馆建设得高大气派，沁阳

市产业技术研究院就设在这里。该市“五
院二中心”的运营目标预计 2024 年实
现，届时将直接或间接创造经济效益 3
亿元，而这其中将有一部分来自袁屯村。

河南省科学院（沁阳）科创园现有
24 个团队，每个团队少则 5 人多则 15
人将在袁屯村居住，目前已有 12 个团
队的17位专家在袁屯村工作和生活。

发挥区位优势，抢抓发展机遇，袁
屯村盘活土地资源后，立即开始招商引
资壮筋骨，打造总部经济，走工业强村
之路。该村按照总部经济区、餐饮区、
休闲区、民宿区4个模块进行规划，目
前通过招商已成功引进新云光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双雨园林有限公司等6家公
司，有力地壮大了集体经济；经过不懈
努力，使和光光电、中小企业孵化园、
征云领秀城等一批省市重点项目先后落
地；成立股份制公司 （或合作社），打
造集休闲、招商、民宿、摄影于一体的
综合性休闲基地。

如今，袁屯村利用整合的土地，正
积极谋划、建设咖啡馆、健身房、宴会
厅等，为村民提供服务；建设花卉市
场，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促进村集体
增收；建设老年医养中心，谋划康养项
目……“我们向农村土地资源‘挖
潜’，最终还是为了反哺村民。我们通
过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让村民变成股
民，充分享受村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红
利！”杨团说。

袁屯村：盘活资源 整改起飞
本报记者 郭树勋

这个村厉害！
从做2分钱一个的小皮筋起家，如

今实现年产值2.5亿元；无中生有，从
没有路的地方硬生生闯出一条产业路。

沁阳市紫陵镇坞头村靠“搓”小
皮筋由贫穷走向富裕，逐渐发展成为

“全国皮筋头饰生产第一村”，产品占
全国皮筋类头饰品市场份额的 80%，
并远销欧洲、南美洲、非洲的80多个
国家和地区，占皮筋类头饰品出口量
的 35%。该村靠富裕走向文明，全村
由一条大街发展到八条大街，村内环
境优美，乡风文明，2020年被评为全
国文明村，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

日前，记者走进坞头村，只见柏
油路宽敞整洁，果树林环绕村庄，美
丽的民居高低错落……一幅美丽宜居
的乡村画卷展现在眼前。

产业路：无中生有闯出来

记者有这样的童年记忆：摇着拨
浪鼓的货郎挑着的都是让人垂涎的

“好货”，其中的皮筋、红头绳则是女
孩子的最爱。

“那时候，在生产队一天工分挣不
了两毛钱，可买来旧内胎或纺织厂的废
料，‘搓’皮筋、红头绳，一天能挣两
块、五块，甚至十块钱。”坞头村党总
支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毋福其对记者
说。这种“好事”，源自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最早该村有一户村民苦于生计，
受货郎的启发开始“搓”皮筋、红头
绳，并自己染色，然后像货郎一样走街
串巷卖。渐渐地，该村越来越多村民效
仿，跟风“搓”皮筋、红头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坞
头村走出去的村民越来越多，带着大包
小包自家产的皮筋类头饰品全国跑，并
在全国小商品集散地浙江义乌租房销

售，形成以义乌为“桥头堡”的市场销售
网络，后方生产基地则在坞头村。

李四平是该村从事皮筋产业的第
二代人，说起父辈的艰辛，他很有体
会：“我父亲一走就是十天半月，我最
高兴的是父亲回来的时候，全家人像过
节一样。我们父辈敢闯敢试、吃苦耐劳
的创业精神是坞头村的‘传家宝’。”

经过近40年的发展，目前坞头村
有专业从事头饰品加工的经营户70余
户，有400多坞头人在义乌批发市场专
业从事头饰品销售。以该村为中心，辐
射带动周边村 200 多户村民从事皮筋
头饰品加工，从业人员3000多人。

富裕路：做大做强打造百年产业

如何把坞头村甚至紫陵镇的支柱
产业打造成百年产业，让该村真正成
为世界皮筋头饰的中心？

为扩大头饰产业规模，促进头饰
产业上档升级，坞头村在紫陵镇的支
持下，成立沁阳市祺雅头饰品有限公
司，负责总投资2.2亿元的祺雅头饰产
业园招商引资工作，提供消防安全、
金融信贷、各种证件办理等免费服务。

从2016年起，沁阳市祺雅头饰品
有限公司引进投资商，开工建设南区祺
雅头饰产业园，首批有 12 家企业入
驻，实现了生产、生活分离，消除了消
防安全隐患。随后，北区祺雅头饰产业
园开工建设，共有48家企业入驻。

记者近日走进祺雅头饰产业园，
在展厅里见到 6 大类、500 多个品种、
3000 多种款式的皮筋头饰产品。目
前，该产业园里的企业早已用机械化
生产替代了传统手工搓皮筋，部分企
业已开始使用自动化数控机器生产小
皮筋，并逐步实现智能化、机器人
化。2020年，该产业园生产皮筋头饰
8000多吨，总产值达2.5亿元，产品依
靠网络电子商务远销世界各地。

“我们在‘桥头堡’义乌有 20 多

个专业设计团队，根据各国风俗民
情、消费习惯等，为全世界设计头饰
产品，在设计、生产、销售各方面一
般都会领先同行两个月，靠领先一步
赢得市场空间和利润。”祺雅头饰产业
园管理办公室主任毋和明说。

振兴路：文明风尚引领乡村兴旺

坞头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如何既富“口袋”又富“脑袋”？

该村实施五大亮点工程，近 5 年
投资 280 多万元，完成村内多条道路
硬化，过去南北一条出村路、东西一
条大街，如今南北6条路、东西8条大
街，通畅宽阔；完成村庄绿化改造提
升工程，种植绿化树木15种；完成村
内公共街道两侧的墙体美化工程；完
成村庄道路亮化工程；修建老年幸福
院，翻新中心文化广场和村史馆。

该村建成村史馆和皮筋文化展
馆，统一制作“家规家训牌”并上
墙。村内每年评选“文明家庭”，开展

“好媳妇、好婆婆、好女婿”评选活动
并进行表彰。

该村每年为60岁以上老人免费体
检一次；老年幸福院为70岁以上老人
免费提供午餐，设立文化活动室、图
书馆、棋牌室等活动场所，供老年人
休闲娱乐，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感；重
阳节开展慰问 80 岁以上老人主题活
动；开展邻里守望志愿服务活动，关
爱孤寡老人、空巢老人、留守儿童、
残疾人等，体现大家庭的温暖。

坞头村：产业带动 乡村文明

（上接A01版）美丽如画：国槐、杏树、梨
树等近20个品种、4万余株树迎风摇曳；
牡丹园、菊花带，四季有花；旅游路一眼
净，令人心旷神怡。

十村拱两园，产园村融合

该镇经济发展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十
村拱两园、产园村融合。

两园，一个是沁阳市和生森林动物
乐园，周边由该镇5个村环绕；一个是热
电产业园，周边也由该镇5个村环绕。

和生森林动物乐园周边的官庄村，
目前建有民俗博物馆，水电气齐全，道路
铺设完好。该镇围绕流经官庄村的龙门

河，打造了两岸菊花景观带，目前占地
2.7公顷的石庄湿地公园、占地8公顷多
的龙门湖水系工程已建成投用，花木成
林，鱼虾成群，与动物乐园遥相呼应，形
成旅游小环境。该村依托旅游，发展茶叶
包装产业2家，开展线上线下销售，一年
销售收入2000多万元。

景明村曾是该镇唯一贫困村，20余
公顷的废弃煤场上正在发生绿色嬗变。
和生森林动物乐园就坐落在这里。该动
物乐园及全国野生动物交易中心项目，
投资3.8亿元，规划建设一处占地38.8公
顷，集动物繁育、贸易、展示、动植物科
普、研学教育基地为一体的动物乐园与

野生动物交易中心，并逐步扩大规模，建
设以动物为主题的大型田园综合体。

热电产业园周边的邘邰村，投资
1500万元实施的“三化”工程展现风采：
邘国大道、古城大街实现改造，4条主要
街道和24条背街小巷完成硬化；全村大
街小巷全部亮化；主要街道实现绿化美
化，宜居宜业人居环境与园区融合，相得
益彰。

由国电投、宏达特钢新材料产业区
和包装新材料产业区组成的热电产业
园，目前已有鸿利绿色循环公司、秋月造
纸、泓都再生资源、万都公司二期等10家
公司入驻，不仅吸引了大量劳动力，还通

过道路建设、美化墙面、绿化园区等，与周
边乡村融合，产村、园村实现共赢。

项目总抓手，振兴动能足

“该镇的发展思路是‘党建统领、四
业并举（工业、农业、三产、煤炭）、转型升
级、绿色发展’，项目建设是总抓手，引领
镇域发展、乡村振兴。”该镇党委副书记
张小团告诉记者。

抓总部经济，搭项目招商桥。该镇围
绕宏达钢铁公司上下游引进总部经济企
业21家，引进雅都、鸿利、鸿都等项目。

抓项目建设，增效镇域经济。全镇目
前在建项目共11个，2020年总投资41.88

亿元，实际完成投资额13.55亿元，在建
项目促进财税增收7.5亿元。

抓项目储备，见效落地落实。该镇储
备项目共有13个。2020年该镇完成招商
引资任务13.2亿元，实际到位资金16.31
亿元，占任务的124%。

抓园区建设，倍增集聚效应。按照沁
阳市委、市政府的要求，热电产业园夯实
热电应用基础、拓展未来发展空间。截至
目前，该镇共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800
余万元，新建道路 3.5 万米，新建围墙
1500米，美化墙面1万平方米，建设园区
大门3处、微地形3处；按照交通运输部
门设计整治焦克路路域环境 6 公里，有

力提升了园区主干线的环境和通行质
量。和生森林动物乐园部分园区已具备
开园条件；煤炭储备园促进了煤炭产业
和交通运输等第三产业发展。

龙头高昂看沁阳龙头高昂看沁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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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感言
镇域发展引领乡村振兴，西万镇

充分发挥优越位置、优势资源，通过
三路产业带、十村拱两园，实现产园
村融合，促进乡村振兴，经验值得借
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