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风吹过，金色的稻田像海浪似的翻滚着，尽头是一排排粉墙黛瓦的人家；四季瓜果飘香，沁人心脾……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的发展战

略背景下，浒墅关镇以《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建设行动计划》为指导，提出了“三村一体”特色田园乡村建设规划，重现“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

片”的田园意境。

人文历史悠久的浒墅关镇，物产独特，明代设钞关，繁荣兴旺；境内稻田、蔺塘、各种水田星罗棋布，因关席而富饶，因田产而安逸，是一方历史积淀

深厚的土地。“这是浒墅关镇的财富，我们不能丢。”浒墅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叶其中告诉记者。为此，浒墅关镇将总面积为6.1平方公里、位于沪宁高

速东侧的青灯、九图和华盛社区按照三村整体规划、基建全面推进、项目分布实施的总体思路，全面推进农村片区特色田园乡村建设，实现田园生产、

田园生活、田园生态的有机结合，促进农业、农村、农民的融合发展，打造离城市最近的美丽田园。“我们将建设立足乡土社会、富有地域特色、承载田园

乡愁、体现现代文明的特色田园乡村，最终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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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其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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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
作为苏州市特色田园乡

村建设试点村，华盛社区花野
圩村自然面貌日新月异，在这
个田园包围村落、村落依河而
建的村庄，河道整治正如火如
荼地进行。包括新建引排闸
站1座（双向，流量为4m3/s）、
新建生态挡墙 2200 米、配套
拆坝建桥 2 座及生活污水管
网提升等，投入资金 1500 万
元。据悉，该项目2019年1月
底进场施工，建设周期 6 个
月。目前，花野圩河道清淤、
闸站灌注桩已完成，重力式驳
岸完成30%，1号桥基础完成，
2 号桥桥台基础及台身已完
成。计划河道部分在 5 月底
完成，闸站在 6 月底主体完
工，7月底全部完工。“项目完
成后，将定期或不定期引进西
塘河水源，进一步健全花野圩
防洪排涝体系，加强农村联圩
水系沟通，改善青灯、华盛片
区水环境。”浒墅关镇水利站
站长汪国民表示。

【全景】
花野圩河道整治只是浒

墅关镇提升三村整体面貌的
一个缩影。据悉，为了让辖
区百姓更宜居宜业，浒墅关
镇加快三村基础配套建设，
进一步满足百姓生产、生活、
休闲多层次需求。浒墅关现
代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总
经理潘炜告诉记者，目前，三
村正积极畅通道路管网、盘
活水系资源、优化村庄功
能。截至目前，已完成一期
道路建设 1.45公里，基本实

现村庄内部主干道环通。
二、三期道路建设正加快推
进，进一步加强中环快速路、
新 312 国道、西塘河路等主
要道路交通导入。铺设污水
管网 10.32公里，实现三村村
民生活污水进入市政污水管
网。同时，对 17个小型污水
处理站及入户支管进行全面
维护，切实发挥管网作用，实
现截流控污。

盘活水系资源方面，已完
成河道疏浚 32.2公里、清淤
58.5万立方米。新建引水渠
1.11公里，加强南北水系循环
互通。在西塘河沿线新建
4m3/s、2m3/s流量两座双向闸
站，从西塘河引水，实现畅流
活水，提升水质。依托西塘河
滨水走廊，建设水文化公园和
九图许家湾水文化特色村落，
进一步打造品牌、聚集人气、
盘活资源。在优化村庄功能
上，完成花野圩、南海巷郎、庄
前浜、许家湾村庄美化提升设
计，今年将全面启动房前屋后
整治、垃圾分类收集、公共绿
化等建设工程。其中，总长
2.5公里的西塘河沿河健身步
道已于 4月底完工。加快推
进九图村康居特色村创建，将
于5月7日接受验收。在中心
区域建设三村便民服务中心，
融入卫生服务、日间照料、百
姓书场等服务功能。目前已
取得工程规划许可证，预计年
内开工建设。“配套设施越来
越好，我们的家园也越来越漂
亮，生活在这里感觉很幸
福。”住在花野圩村的张阿姨
对记者表示。

完善基础配套
让百姓生活更宜居

【镜头】
位于花野圩南、盛埂郎

北总约 260 亩的区域是浒墅
关镇引进的一个优质农业项
目——苏浒休闲渔业生态
园。据悉，该项目分稻虾综合
种养生产区、休闲垂钓及认种
采摘区。目标是打造全程可
追溯水产品、有机稻、有机水
果与蔬菜产地，打造城市休闲
垂钓、亲子教育基地，构建优

美的田园生态景地，打造独特
的旅游、休闲、观光之地。潘
炜介绍，目前，根据功能区的
规划，稻虾综合种养生产区已
完成围网、稻田改造等基础设
施建设，预计6月份对外试营
业。“项目建成后较传统种植
方式提高土地亩产价值约 3
倍以上，可更好地发展第三产
业、开展农旅项目带动当地人
气集聚。”潘炜说。

加快产业布局
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

按照三村整体规划按照三村整体规划、、基建全面推进基建全面推进、、项目分布实项目分布实
施的总体思路施的总体思路，，全面推进特色田全面推进特色田园乡村建设园乡村建设————

浒墅关镇浒墅关镇：：““三三村一体村一体””建设建设
奏奏响乡村振兴协奏曲响乡村振兴协奏曲
□□夏燕燕夏燕燕

苏报讯（浒萱）“今天你扫码
积分了没？”在浒墅关镇，垃圾分
类已成为农村新时尚，分一分垃
圾能攒积分换礼品。

每户人家发放一套二分类垃
圾桶，每个自然村设置两个四分
类垃圾收集亭，每个行政村建立
一座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站，走
在乡间的小路上随处可见这些垃
圾分类的基础设施。

目前，浒墅关镇在全区范围
内率先实现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基础设施的全覆盖。在九图村、
青灯村、吴公村、华盛社区，总共
配备了二分类垃圾桶4000多个，
四分类垃圾收集亭40多座，生活
垃圾资源化处理站4座。

据了解，每户发放的二分类
垃圾桶，包括可堆肥垃圾桶（灰
色）和其他垃圾桶（蓝色）各一个，
容量均为 30升。居民将生活垃
圾分类放置在相应的垃圾桶内，
由农村的收运队伍使用专门车辆
上门收集，收运人员通过扫描垃
圾桶上的二维码对村民分类情况
进行评价积分。四分类垃圾收集
亭放置了四个 240升的垃圾桶，
包括可堆肥垃圾桶（灰色）、其他
垃圾桶（蓝色）、可回收物垃圾桶
（绿色）以及有害垃圾桶（红色）。

浒墅关镇农村的分类垃圾正
在变废为“肥”。在生活垃圾资源
化处理站，工作人员会对收运队
伍送来的垃圾进行二次分拣。其
中，可堆肥垃圾被倒进大型生化
处理机。机器轰鸣，残羹冷炙经
过脱油脱水处理后，变成了大地
色有机肥料。最终，工作人员将
这些有机肥料分发到户，村民用
以自留地肥田改良土壤。

除了有机肥料，村民还可以
通过垃圾分类进行积分兑换生活
用品，包括洗发水、毛巾、垃圾袋
等。

浒墅关镇在辖区内农村定期
开展垃圾分类的宣传工作，志愿
者队伍不仅给村民讲解关于垃圾
分类的知识，还发放倡议书、宣传
册、垃圾袋等。

下一步，浒墅关镇将积极探
索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
用的有效途径，着力构建“1+4+
1”工作体系，即完善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设施，综合运用“宣讲、指
导、督查、激励”手段，优化垃圾分
类收运处置体系，培育打造财力
可承受、农民可接受、面上可推
广、长期可持续的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村庄。

助力乡村振兴
浒墅关镇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苏报讯（叶旺盛）为进一步加
强“三合一”场所整改力度，确保
消防安全事故可防可控，近日，浒
墅关镇安监、城管、派出所、物业
等部门联合执法，针对前期下令
整改的“三合一”场所进行“再回
头”“再复查”。

此次行动共分社区片区和农
村片区两个整治小组，整治组针
对“三合一”场所特点，结合火灾
案例，对各场所消防设施、安全通
道、用火用电、住宿生产等情况进
行了细致检查，特别重点检查先
前发现的安全隐患整改情况。同
时结合夏季火灾特点，普及消防
安全知识，宣传典型火灾案例，加
强警示教育，提高经营单位和市
民的消防安全意识。此次行动，
绝大部分场所已整改到位，但仍
存在小部分场所未完全整改到
位，执法组要求下周前拆除搬离，
逾期未整改到位的将依法处理。

整治“三合一”场所
浒墅关镇开展回头看行动

【全景】
乡村振兴是金扁担，一

头牵着绿水青山，一头牵着
金山银山。而把绿水青山的
优势转化成百姓致富的金山
银山一直是浒墅关镇努力的
方向。为此，对照“一廊四
区”产业规划，浒墅关镇发展
高效农业、都市农业，以加快
形成产业布局，促进百姓致
富。数据显示，2018年，浒墅
关镇在“三村一体”建设过程
中签约优质农业项目 2 个。
除苏浒休闲渔业生态园项目
外，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
业生态工程研究综合试验基
地项目计划于上半年完成征
地手续，下半年对基地试验
田部分进行建设，建成后将
成为面向全国的智能渔业、

生态养殖与水域生态修复科
创示范基地。

“在项目招商过程中，针
对浒墅关农田自身特点，我们
在项目类型的选择上主要从
高效集约型入手，选择优质事
农机构组织参与项目，引入附
加值高、带动性强的现代农
业。”浒墅关镇党委副书记冯
寿前告诉记者。此外，在项目
规划过程中，浒墅关镇也将产
业融合发展摆在重要位置。
因地制宜，融合发展农文旅产
业。“接下来，我们将依托产业
项目，形成功能多样的休闲体
验区。挖掘关席、稻作、蚕桑
等传统文化，租赁管理闲置农
房，建成集体公寓、农家乐、乡
村民宿示范点，引导发展三产
服务业。”潘炜表示。

【镜头】
“我以前在工厂上班，每

天工作13个小时，现在早上7
点工作到下午4点，中午休息
2个小时，下了班还可以接孙
女儿放学，觉得很好。”家住青
灯村的李阿姨告诉记者，自去
年12月加入村里环保队伍以
来，不但工作轻松了，还有时
间和精力照顾家庭。据浒墅
关镇农村片区保洁负责人邵
发良介绍，为抓实农村“三保”
工作，2018年11月，浒墅关镇
集中四个村的 140 人成立了
农村保洁队伍，进行垃圾清
运、河道清理、路面保洁等工
作。“这样一来，村里很多人既
可以赚些生活费，又可以照顾
家庭。也是一举两得的好
事。”邵发良告诉记者。他们
还同时成立了保安队，负责维
护三村的秩序，受到了百姓的
普遍欢迎。“以前村里的路上
货车停得满满当当，散步都没
地方。现在村口装了限高杆，
还有保安看管，货车少了，村
子里也没那么吵了。”和记者
聊起“三村一体”建设以来村
里的变化，李阿姨喜形于色。

【全景】
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长效管理是关键。为此，浒墅
关镇扎实开展农村综合整治
工作，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持续
提升。“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
我们成立了‘三村一体’建设

领导小组，成立了农村拆违攻
坚指挥部负责拆违工作，并设
立农村发展中心；安排2名镇
机关优秀中层正职干部到农
村任党支部书记。”冯寿前告
诉记者。在此过程中，他们还
加强产学研合作，发挥农村合
作社作用，通过帮带、培训等
方式，提升农民职业技能。同
时，做好管理宣传工作，以提
高村民卫生意识等文明素养，
营造文明乡风民风。

在正面宣传的同时，浒墅
关镇还积极打响打赢“环境整
治”攻坚战。全力组织拆违攻
坚，实现青灯、九图、华盛三村
第一批 1201户、9.4万平方米
违建全部清零。全力推进农
村清租清退，已投入 5500多
万元，清退 38家租户、2.4万
平方米的区域。深入推进农
村“331”专项行动，坚决消除
安全隐患，共取缔小作坊 282
家、拆旧收旧 138家，实现婚
纱、布料等易燃小作坊全部关
闭。严格拆违现场长效管理，
确保拆除一片，清理一片，管
控一片，杜绝出现反复和回
潮。通过增设入村限高杆、开
展综合执法等措施，坚决清理
违规低效产业；同时加大巡查
力度，防止外区域低效产业流
入。充分利用保洁人员和保
安队伍维护村庄环境和村庄
秩序，加快推进保绿工作，全
面提升三村整体环境。

加强长效管理
让天蓝、水清成常态

改造前改造前 改造后改造后

苏报讯（宋晴）近日，浒墅关
镇永新社区召开老新村车位改造
听证会，听证会召集了 100多名
居民代表参加，就停车位现状、增
加车位预案等方面听取居民建议
与心声。此次改造将增加260个
车位，大大缓解停车难问题。

听证会上，有居民提出车位
增加会不会砍伐小区树木，从而
影响小区绿化环境。“此次改造，
将在保留小区树木的前提下进
行，尽最大可能性来增加车
位。”居民们的担忧得到了满意
的答复。车位改造方案全票通
过。

新增车位260个
永新社区缓解停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