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乡村

周刊
WEEKLY 荫

生态

姻2021 年 10 月 26 日 星期二 姻责编院朱燕 校对院刘俊良

新疆呼图壁县院

乡村整洁美丽
农民安居乐业
阴李道忠

近年来袁新疆呼图壁县持
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袁深
入实施村庄清洁行动野春季战
役冶野夏季战役冶 和 野厕所革
命冶遥 到今年袁示范村常住户卫
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90豫以上袁
80豫的行政村成立了保洁员队
伍遥 随着农村人居环境和发展
环境不断改善袁呼图壁县各乡
镇的村庄都变漂亮了袁乡村产
业也更加兴旺了遥
搬迁出个新景区
石梯子乡白杨河村是一
个生态搬迁村袁 新村始建于
2016 年遥 过去袁村民大都从事
传统的畜牧业袁 居住环境差袁
收入普遍低遥 通过招商引资袁
新村将 5500 亩人工饲草料基
地集中流转给企业进行牧草尧
花卉种植遥 同时袁引进企业着
力打造野天山花海冶旅游品牌遥
每年从 4 月到 10 月袁 各种花
卉常开不败袁牧民新村变成了
远近闻名的天山花海景区遥
到今年袁景区游客接待中
心尧迎宾花廊尧配套牧家乐餐饮
服务设施已初步建成遥 为了让
游客全方位体验石梯子乡的
自然风光和哈萨克族民俗风
情袁村里先后举办了野牧草香
节冶野天山花海旅游文化节冶袁累
计接待游客 15 万余人次袁实现
旅游纯收入 300 余万元遥
村民合孜尔汗窑拜肯家的
满 秋 景 牧 家 乐 开 办 于 2019
年遥 2.5 亩的院落中开辟了菜
地袁让游客随时都能吃到新鲜
的蔬菜遥 入夏以来袁不断有游

客来这里品尝抓饭尧 手抓肉尧
大盘鸡等新疆特色美食遥 牧家
乐里最多可容纳 60 人同时用
餐袁还可以为 8 个人提供民宿
床位遥 花海旅游产业已带动周
边 100 余人经营牧家乐遥 野人
养花冶带动了野花养人冶袁旅游
业每年转移富余劳动力 1 万
余人次袁农牧民从旅游业中人
均增收 2100 元遥
村庄面貌换新颜
在五工台镇幸福村袁一座
座楼房格外引人注目遥 在安居
富民工程建设中袁富起来的村
民们大都选择建小楼或者联
户建住宅楼遥 如今袁全村九成
以上的村民都住进了楼房遥 小
区里袁路灯尧绿化带尧健身器材
一应俱全袁和城市里的小区没
什么两样遥
在幸福村葫芦文创产业
园里袁 挂满了大大小小的葫
芦遥 2017 年袁自治区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葫芦雕尧根雕技艺传
承人陶延山和儿子来到幸福
村袁 精心打造葫芦文创产业
园遥 除了种葫芦袁他们还开设
了葫芦雕刻尧彩绘尧烙画等工
艺品制作技艺培训课程遥 渐渐
地袁葫芦园创出了名气袁成为
一处旅游景点遥
通过调整种植结构袁幸福
村每年种植 1400 多亩葫芦袁
着力打造野新疆葫芦种植第一
村冶和野葫芦文化第一村冶遥 这
几年袁村里又积极吸纳乡土文
创项目和人才袁 传承手工技
艺袁让游客在参与传统工艺生

产活动中袁感受农耕文化和乡
土生活的快乐遥 在葫芦文创产
业园的带动下袁村民们种植的
葫芦能卖钱袁民宿尧农家乐也
同步发展了起来遥
养殖环保两不误
二十里店村共有耕地
9600 亩袁已全部实现流转遥 目
前袁育肥牛羊养殖是村里的支
柱产业遥 近年来袁村里采取养
殖户自筹尧政府项目扶持的方
式袁加强圈舍建设遥 目前袁全村
4 个片区共建成养殖小区 4
个尧圈舍 82 座袁养殖业不再拖
人居环境的后腿遥 村民拜克
礼窑吐尔逊说院野牲畜集中养殖
以后袁住人的院子里闻不到臭
味了袁也不招苍蝇尧蚊子了袁生
活环境比以前好多了浴 冶
2020 年 袁 村 里 出 栏 牛
5000 头尧羊 2 万只袁养殖业人
均收入达 12461 元遥 2021 年袁
预计出栏牛 5100 头尧 羊 2.15
万只袁 实现养殖业人均增收
500 元遥
人居环境得到全面提升
后袁二十里店村打造农家乐 6
家袁其中生命源泉尧苹果园被
评为县级农家乐示范点袁烤包
子尧抓饭被评为呼图壁特色美
食袁 每年吸引游客 2 万人次袁
纯收入达到 10 万元遥 此外袁村
里新建的馕产业园尧文化长廊
也为发展旅游和夜间经济提
供了广阔的空间遥 村民们积极
投身到开办农家乐尧打造民宿
旅游等行业袁进一步拓宽了增
收致富渠道遥

10 月 7 日袁 两名儿童在福州市江心公园里的榕树
下玩耍遥 在城市发展更新过程中袁福州市坚持野榕城冶底
色袁想方设法保护榕树遥 榕树被列入福州市常用园林绿
化树种名录库袁在福州市区现存的 1623 株古树名木中袁
接近一半是榕树袁其中上千年树龄的有 6 株遥 福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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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亿元建设水美乡村
近日袁 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项目
正式开工建设遥 据了解袁今年 6 月份袁云州区作为山西省唯一一
家被列入水利部全国 30 个 2021 年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
点县之一袁获水利部奖补资金 1.2 亿元遥
据悉袁本项目总投资 3.06 亿元袁将用两年时间连通桑干河尧
坊城河与西坪河水系袁实施 50.2 公里坊城河和西坪河生态治理袁
建设坊城新村尧唐家堡尧李汪涧尧西阁老山尧茹庄等 5 个水美乡
村遥 项目完成后袁将全面提高云州区水资源调控水平袁改善乡村
生态环境袁对于推进水美乡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遥
龙成

安徽

12 个村成为环境整治
标准化野样板村冶

近年来袁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积极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袁不断
提升治理水平袁采取多项措施袁认真抓好高原湖泊保护工作遥目前袁泸沽湖水质稳定
保持在国家地表水玉类标准袁为海菜花等水生植物的生长提供了条件遥图为泸沽湖
的海菜花遥
陈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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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华光社区大树丁村等 12 个行政
村袁创建成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可复制尧可推广的标准化样板
村袁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遥
作为安徽省农业标准化工作在农村领域的一项全新探索袁
该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标准化试点项目将以农村人居生活环境
改善尧建设美丽宜居村庄为目标袁主要围绕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尧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尧农村野厕所革命冶尧农村村容村貌提升等领
域袁通过导入标准化简化尧统一尧协调尧优化的原理和方法袁构建
标准体系袁强化标准实施遥 项目承担单位以行政村为主袁鼓励相
关行业部门尧高等院校尧科研院所尧企业等参与共建遥
朱凌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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