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实干 重落实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8月 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会议指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要把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事关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贯彻新发展理念，遵循自
然规律和客观规律，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
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改善黄河流域
生态环境，优化水资源配置，促进全流域高质量
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
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王村镇镇长任燕侠说：“黄河流域的生态保
护，离不开沿黄各地的生态支撑。王村镇作为中
原黄河两岸重要节点上的小城镇，将一如既往在
荥阳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严格按照‘重在保
护、要在治理’的根本方针，主动担当作为，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打牢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的底色，让母亲河永葆生机和活力。”

王村镇文化底蕴厚重，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苌家拳，后新庄村苌家拳传习所预计
年底完成建设，投入开放，舞狮、舞龙、旱船、戏
曲、盘鼓、秧歌等地方民间艺术表演广为流传；依
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四通八达的便利交通，
王村镇沿黄已经建成了古柏渡飞黄旅游区、丰乐
樱花园、南水北调穿黄水利风景区三个4A级景
区以及黄河塬景区、老龙窝科普科幻影视创作基
地等重点项目，红酒小镇、樱花小镇项目正在稳
步推进，产业基础好，发展前景广阔。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
家战略的确立，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我们要
把现有的资源利用好、发展好，以文化来带动旅
游，以旅游带动产业，全面整合提升沿黄产业链
条，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苦干
实干，久久为功，全面提升沿黄产业发展。”王村
镇党委书记车玉峰提起黄河流域发展，满怀豪
情壮志。

黄河哺育了两岸的人民，奔腾向前、百折不
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百姓自强不息的品格，“团
结、务实、开拓、拼搏、奉献”的黄河精神以其独
特的魅力早已融入王村百姓的血脉，成为他们
生命的一部分。而今，伴随着新时代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以及郑州“西美”的推
进，伴随着乡村振兴的强劲春风，伴随着王村干
群对黄河精神的传承与发扬，王村镇各项事业
必将迎来发展的又一个高峰，这颗冉冉升起的
中原黄河岸边明珠将愈加璀璨明亮，在新时代
的黄河大合唱中奏出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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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
王村镇文化资源丰富，黄河文化融入百姓生
活，镇河铁牛、古戏台、古柏渡渡口等建筑景
观见证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非物质文化
遗产蒋头舞狮和苌家拳彰显着王村人的智慧
和魄力，南水北调穿黄水利工程文化讲述中
国人克难攻坚的光辉历程……千年古渡、穿
黄工程、万亩湿地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为
王村镇旅游业发展带来了机遇，沿河建设古
柏渡飞黄旅游区、丰乐樱花园两个 4A级景区
和古柏渡黄河塬景区，三个景区风格各异、各
具特色。

惊险刺激体验游——古柏渡飞黄旅游区，
有亚洲最高的（钢结构蹦极塔 83 米）黄河蹦
极，亚洲跨度最长的黄河索道，亚洲落差最大、
滑道最长的滑沙、滑草场，三项吉尼斯世界纪
录项目等你来体验！还有儿童滑沙场、沙洲驼
铃、黄河快艇、观光缆车等项目，既具西北黄河
风光之雄奇，又兼江南景色的秀美！

浪漫欢乐休闲游——丰乐樱花园景区，景

区占地 5000余亩，已连续举办五届“河南·荥
阳黄河樱花节”，承袭汉唐古风，游园步步皆
景，共集合了 80余种 12万株来自全国各地的
樱花珍稀品种，是郑州周边规模大、品种多、景
观精致的樱花文化主题公园。

居家亲子度假游——黄河塬休闲旅游区，
玻璃栈桥、高空漂流、空中漫步、悬崖秋千、儿
童乐园等项目吸引了大批游客，园区内“缓归
亭”和“黄河落日观景台”，三面临黄，九曲黄河
在这里完美转身，万亩鱼塘映朝霞，千里长河
落日圆，是郑州看黄河最美的地方!

“黄河水绕夏商都、千院司村看黄河”，
为满足游客多样化的需求，该镇先后投资
800 余万元，推动景区所在地、沿黄行政村
司村创建乡村振兴示范村，发展特色民宿和
餐饮，对规划区内道路、景观、污水、厕所等
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提升，打造了图书馆、特
色游园、历史文化街区等亮点工程，村民们
也自发加入到民宿发展中来，对房屋进行升
级改造。建成后的“千院司村”，既能保留中

原地区传统村落的自然特色，又在民宿内部
保留城市品质，让游客在回归自然过程中梳
理黄河历史脉络，了解邙岭人文底蕴，记忆
乡音，品味乡愁。

黄河河畔、邙岭之巅，浪漫的星空下，院线
同步室外汽车影院——河南奥斯卡老龙窝汽
车主题影院为你带来一种新颖时尚的观影方
式。黄河老龙窝影视文化产业园区占地约
1300余亩，位于王村镇后殿村老龙窝森林公
园內，包含中小学影视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培
训中心）、河南奥斯卡老龙窝汽车主题影院、中
原国际科普科幻影视创客中心、生态采摘园等
项目。该园区依托老龙窝的地貌地形进行合
理规划开发，既保护了原有丘陵地貌的地理特
色和植被景观，也可以充分体验到黄河流域的
生态美、自然美。其中，汽车影院总占地面积
40000平方米，分为两个观影大厅，可容纳 80
辆车同时观影，在金秋的星空下，面对宽 8米，
高 17米的巨幅银幕，看一场富有情调的露天
电影，别有一番独特的乐趣。

兴文化 展风姿 全域旅游焕发新活力

滚滚黄河从青藏高原走来，一路上接纳着千溪

百川，浩浩荡荡、曲曲折折、一往直前，奔向中原大

地，滋养着这片黄土地，孕育了淳朴勤劳的人民，

在九曲黄河的臂弯里，一座欣欣向荣、充满活力的

美丽小镇——荥阳市王村镇，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

嵌在中原黄河两岸的重要节点上，被浇灌着、被滋

润着……

这座美丽的小镇，踏着时代进步的节拍，抢抓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在郑州“西部美起来”的指引下，焕发出勃勃的生机，这

颗璀璨的明珠正在中原黄河岸边冉冉升起……

位于荥阳市西北部17公里处的王村镇，北濒黄

河、邙山，南与郑州市上街区接壤，全镇下辖24个行

政村，常住人口 6万多人。这里灵山秀水，文脉绵

延。相传，秦王李世民“虎牢之战”曾在此留宿，得

名“王留村”，后改为“王村”，在这 91平方公里的土

地上，九曲黄河奔腾不息，巍巍邙岭秀美壮丽，万亩

鱼塘星罗棋布，黄河湿地风光旖旎，西北的雄奇豪

迈和江南的秀美婉约，在这里共生共美……

近年来，在荥阳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王

村镇坚持新发展理念，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方向，

着力优化产业布局，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入

推进三大攻坚战，各项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先后

荣获“河南省卫生镇”“河南省农业技术推广先进单

位”“郑州市级文明镇”“郑州市最具发展潜力旅游

特色示范镇”“郑州市旅游名镇”“郑州市黄河湿地

保护工作先进单位”“郑州市村镇建设先进单位”等

多项荣誉。

坚持生态立镇、秉承内外兼修，牢固树立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严
守环境质量底线、生态环保红线。实施大气、
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加大综合治
理力度，持续巩固提升环境质量。

强化规划引领，打造美丽人居环境。瞄准
“四季有花、四季常绿、四季有景的美丽乡村”
定位，因形就势、因地制宜，开展全域绿化，景
区、道路、村庄、高速廊道、镇区节点打造更“走
心”，全域绿化美化更“给力”。在绿化美化的
同时，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外提颜值，内修气质。实施“净化、美化、硬化、
亮化、绿化”工程，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三年行动计划，落实全域农村积存垃圾清理行
动，号召广大村民积极参与创建活动，开展“美

丽庭院”评选活动，形成全民“共创、共建、共
管、共享”的良好氛围，全镇生态环境更优越，
景观环境更优美，人文环境更独特。

“大家不仅打扫自家庭院，门口的街道也
顺手清扫一下，院里院外都干净，最大的变化
就是苍蝇蚊虫少了，环境越来越好。现在村里
大街小巷整体美、家家户户庭院美，咱自己看
着心里就高兴，住在这样的家园里真幸福！”

“美丽庭院”的获得者西大村村民吕桂仙高兴
地说道。

强化综合治理，构建和谐生态环境。全面
加强企业管控，对全镇工业企业制定“一企一
策”重污染天气管控措施，完成 28家重点工业
企业深度治理，加强日常巡查整治，严防“散乱
污”企业死灰复燃，完成全镇14350户农户“双
替代”工作，开展扬尘治理，全镇空气质量得到

持续改善提升。常态化落实“河长制”，加强巡
查，压实责任，开展“三污一净”“清四乱”专项
行动，动态清零黄河湿地人类活动点位，依法
打击非法采砂，保护黄河湿地生态环境；配合
上级部门实施黄河滩区湿地生态修复工作，开
展沿黄绿化行动，着力构建沿黄绿色生态屏
障。规范黄河滩渔业养殖尾水排放，推广黄河
湿地种、养、游的生态种养新模式，循环利用养
殖尾水，减少污染，全面提升黄河湿地生态环
境，为更多的野生动物提供良好的栖息地和繁
殖场所。

“过去的黄河滩垃圾多，采砂的也多，鸟也
不多见。”在万亩鱼塘内养鱼的渔民老罗对记
者说道，“现在的水质明显好多了，野鸭、白鹭
都能看见了，闲暇之余到黄河滩附近散步，景
色好，心情更好。”

强生态 重治理 绿色发展呈现新局面

仲夏之夜，华灯初上，各村的文化广场人
潮涌动，有跳广场舞的，有健步走的，有排练戏
剧和歌曲的……热闹非凡。“大家听着优美的
音乐一起跳跳舞，身体健康了，心情也更舒畅
了。”荥阳市王村镇梁庄村村民禹福荣感慨地
说道，她在参加文化活动过程中感受到开心和
快乐。

近年来，王村镇持续落实文化惠民工程，
不断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阵地建设，为村级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配备电脑、投影仪、棋牌桌、
乒乓球台、演出服装道具等各类设施器材，修
建文化广场、乡村大舞台、农家书屋等活动场
地。坚持从“送文化”到“种文化”转变，激发乡

土文艺人才的内生动力，各村先后建立完善了
村级文艺人才库，成立了戏曲、广场舞、盘鼓等
文艺队伍，相继开展元宵节文艺汇演、“文化大
讲堂”、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欢乐乡村戏曲大
赛、广场舞培训班、戏曲培训班、“红色文艺轻
骑兵”送文艺下基层等常态化文体活动，让群
众成为了舞台的主角，把先进文化的种子播种
进群众心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点亮了乡村
文明之灯。

群众满意始终是我们的工作目标，该镇坚
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聚焦群众最关
心最紧迫的利益问题，从群众“看得见、摸得着”
的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养老等公共服务入

手，全面落实精准扶贫各项政策，实现贫困户稳
定脱贫；稳步推进养老保险、社会保险扩面参
保，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全覆盖，社会救
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更加
完善；建立镇村两级退役军人服务站，提升退役
军人服务保障水平；积极落实教育教学改革，加
强师资队伍建设，中小学教学质量在全市一直
处于领先地位，连年都有学生被清华北大录取，
荣获2020年荥阳教育质量奖；全面加强立体化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落实网格化社会治理，
发挥民调员作用，化解矛盾纠纷；广泛开展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培育文明乡风，老百姓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与日俱增。

办实事 解难事 民生福祉实现新改善

强基础 促转型
产业融合增添新动力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自古以来，黄
河水滋养着王村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
今天仍造福着这里的百姓，勤劳勇敢的
王村人民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唱响一
曲曲乡村振兴的赞歌。

农业根基稳，发展底气足。王村镇
是典型的农业大镇，农业资源得天独
厚。多年来，王村镇历届党委、政府高度
重视农业发展，把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作
为工作重中之重，通过宣传引导，积极开
展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大规模土地流转
解放农村劳动力，持续实施高标准农田
项目建设，由农业大镇向农业强镇迈
进。王村镇特色农产品种类多且全，拥
有国家淡水鱼养殖示范基地、郑州较大
的优质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荥阳市
的重要“菜篮子”“粮袋子”。王村镇是

“瓜果之乡”，一年四季瓜果不断，有草
莓、樱桃、西瓜、甜瓜、苹果、石榴、葡萄、
猕猴桃、无花果、富硒梨、冬枣、冬桃等，
休闲观光采摘皆宜；是“渔米之乡”，黄河
鲤鱼、黄河大米、黄河稻田蟹等黄河水产
品品牌众多，万亩鱼塘，波光粼粼，甚是
壮观；是“蔬菜之乡”，以天佑佳禾、绿菜
园公司为代表的现代农业公司生产的供
港蔬菜，供不应求，许庄、留村等村种植
的大棚蔬菜、露天蔬菜，畅销远近。

工业转型快，发展质量高。坚持传
统产业转型提升与新兴产业引进培育并
举，始终把先进制造业摆在首要位置，优
先发展，实现存量变革与增量崛起同步
推进。王村镇工业基础雄厚，拥有游乐
机械、建筑机械、精细化工、印刷等多种
行业门类企业 200 多家，规模以上企业
11家，其中，以游乐设备类企业居多，占
比 1/4以上，为保护发展优势产业，筹建
游乐设备产业园，逐步实现游乐设备产
业转型与集聚发展。抓好传统产业技术
改造和设备更新，神龙动漫新办理大型
游乐资质 6项，建发防腐通过技术提升，
完成国内最大口径（直径 1.89米）管道生
产，促进产业链升级；抓好新兴产业培
育，“腾笼换鸟”引进郑州汉峰机电科技
有限公司，2019年 1月正式投产，全年实
现销售收入 4100万元，搭建平台引进朗
悦门窗、新巨力业机械等优质企业，扩充
工业经济增量，增强产业发展动力。

基础配套优，发展潜力大。公共基
础设施配套作为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经济发展的大动脉。王村镇坚持
以满足群众需要为出发点，持续改善提
升基础设施，围绕“建好、管好、护好、运
营好”的“四好”标准，成功打造 5.6 公里

“四好农村路”示范路段，完成 Y016（黄
河滩—段坊）、Y020（上街区与荥阳市交
界—金滩市场）等公路建设，行政村通沥
青 或 水 泥 路 实 现 全 覆 盖 ，畅 通 率 达
100%；提升王村镇二中教学楼、韩村小
学综合楼、王村一幼教室等教育基础设
施，改善办学条件；实施天然气主管道铺
设及通村入户、污水改造、厕所革命等工
程，方便群众生活，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保障。

美丽黄河畔美丽黄河畔 王村风光好王村风光好
——荥阳市王村镇坚持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荥阳市王村镇坚持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

汇川农业无花果采摘汇川农业无花果采摘

万亩鱼塘万亩鱼塘丰乐樱花园景区丰乐樱花园景区

王村镇西大村人居环境整治效果王村镇西大村人居环境整治效果

干净整洁、温馨惬意的“美丽庭院”

▲▲

▲▲乡村振兴示范村司村入村口游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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