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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宜居乡村建
设是省委、省政府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
容，“三清三拆三整治”就是其中最基础的一环。今
年，始兴提出“三清三拆三整治”目标任务——“年底
113个行政村全面完成‘三清三拆三整治’，60%以上
村庄达到干净整洁村目标”。

在推进“三清三拆三整治”工作中，始兴县不走
过场、不流于形式，先后制定出台《关于全域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实施方
案》《始兴县美丽宜居乡村建设项目实施细则》等文
件；积极推进示范镇、示范村建设，想方设法突破整
治瓶颈；推行奖补激励机制，有效激发镇村参与农村
环境整治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多种方式深
入进行宣传，突出以上率下齐参与，让更多群众支持
参与环境整治；实行最严格的考核督促机制……始
兴县实招频出，“三清三拆三整治”亮点纷呈，乡村环
境卫生得到明显改善。

党员干部带头做 村民齐参与

“三清三拆三整治”，村民是主体。如何获得村
民的理解和支持，让他们主动参与进来，始兴县想了
很多办法。在顿岗镇，该镇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
模范作用，利用“双 113”工作机制和“五天四夜”住镇
制度，采取多种形式，层层召开村干部、村小组长、村
民代表、户代表及党员干部等会议，高位宣传，推动
乡村振兴富民政策深入民心。同时，班子领导带领
组织镇村干部通过“白+黑”“一对一”深入群众家中，
逐家逐户动员宣传，做到各项惠民政策家喻户晓。

在隘子镇，该镇发动公职人员、村组干部、各类代
表、理事会成员及亲属开展“三清三拆”，以实际行动做
给村民看、带着村民干。该镇明确，在“三清三拆”中，
涉及公职人员、村组干部、各类代表、理事会成员家庭
或亲属的，必须先“清”先“拆”这类群体的，只有他们的

先“清”先“拆”完，才可以“清”“拆”其他群众的。
正是有了这些党员干部的带头示范，“三清三拆

三整治”工作得到了广大村民们的大力支持。为了
“扮靓”生活环境，他们主动拆除危旧房屋、清理屋前
屋后杂草杂物……据统计，仅在顿岗镇就有 175个村
民小组全面启动了三清三拆，其中整村连片拆除的
有 26个村民小组，拆除房屋 1800多间，拆除面积 870
多亩。一批原来没有公共活动场所、没有公共休闲
娱乐文体活动场所的自然村，在“三清三拆三整治”
过程中，都重新开拓了公共场地。

典型示范 辐射带动全域农村

“三清三拆三整治”工作在始兴全面铺开，走进
各个乡镇，都可以看到镇村干部、党员带头，群众主
动参与，清沟渠、扫村道，拆危旧房屋、残垣断壁……
上演着你追我赶、亮成绩比实效的生动画面。

始兴县积极寻求突破，开展“千村示范”“万村整
治”工程，选取了深渡水乡开展示范镇创建，选取了太
平镇总甫村、东湖坪村、马市镇涝洲水村、城南镇周前
村、沈所镇八一村、罗坝镇淋头村、司前镇刘屋村等 7
个行政村开展示范村创建。以“以点带面、连线成片”
的方式，辐射带动全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全县各乡镇也因地制宜，有针对性的制定了解
决措施。5 月 9 日，隘子镇在坪丰村召开现场观摩
会，这是该镇建立乡村振兴工作现场推进会制度后
的首次现场会，该镇通过每个月选取一个具有示范
带动意义的村召开现场推进会，邀请各行政村支部
书记、主任以及镇直有关单位负责人与先进村现场
交流经验、共同研判解决困难问题。会议当天，该镇
现场拆除 50多间危旧房共 1600平方米，给了与会的
各村代表极大的触动，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促进作
用。5 月 31 日，该镇第一批申报的 14 个自然村进行
了“三清三拆三整治”验收。

奖惩并举 明察与暗访相结合

为进一步激励广大村民积极配合“三清三拆三

整治”工作，今年 6月，始兴县下发了《关于始兴县农

村人居环境五星家庭评选活动及奖励办法（试行）的

通知》，提出对 113个行政村的所有村民家庭每年进

行评选，对在房前屋后干净整洁、房屋外立面无乱搭

乱建、无占用公共用地、庭院美化绿化、家风良好等 5
个考核指标上获得五星的村民家庭，奖励 500 元现

金；三星标准以上村民家庭给予挂牌奖励。

同时，该县结合“三清三拆”回头看和“三清一

改”村庄清洁行动，按照“每日一上报、每周一抽查、

每月一排位、每季度一观摩、每年一考核”的“五个

一”督导机制，加大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推进力度和督

查力度。坚持明察与暗访相结合，一方面，成立了始

兴县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动态考评暨验收小组，

按照“每月一考评一通报”及“完成一批、验收一批、
奖补一批”的原则，开展动态考评和验收，对验收通
过的自然村按户进行 5-30万不等的补助；对考核排
名后三位的乡镇进行约谈。另一方面，由县纪委、县
委组织部等部门联合组成暗访组，通过不打招呼、直
奔现场、实地检查、查阅资料、面对面提问、访谈群众
等方式，每半月对各乡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进
行一次暗访，检查“三清三拆”推进情况、村庄保洁情
况和熟悉乡村振兴“应知应会”知识情况，并在广电
台设立曝光台，对暗访情况进行曝光。

据统计，截止目前，始兴县共有965个自然村开展
“三清三拆三整治”工作，启动率86.4%，962个村小组申
请了验收，总体完成率为75.8%，累计完成“三清”6.9万
处，拆除“三旧”1.9万处，清理农村生活垃圾 630多吨，
清理畜禽粪污农业生产废弃物20吨，清理村内塘沟500
多处。 特约记者 吴婷 通讯员 赖金艳 摄影报道

始兴隘子镇坪丰村青楼组拆除50多间危旧房，拆除面积1600多平方米。

今年1月，仁化县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广东省仁
化县仁化贡柑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是韶关首个入
围地区；5月，仁化县长坝沙田柚被中国气象学会农业
气象与生态气象学委员会授予“中国气候生态优品”称
号，是全国首家获此殊荣的农产品；去年12月，“丹霞
贡柑”顺利通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农产品”认定……
一块块金字招牌的背后，离不开仁化打响柑橘“国字
号”特色农产品品牌，促进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
打造大湾区优质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所作的努力。

发挥生态优势 做大做强柑橘品牌

五六月正是柑橘挂果的季节，在仁化县环世界
自然遗产地丹霞山周边丹霞街道、黄坑镇、大桥镇等

地的果园，漫山遍野的柑橘树郁郁葱葱，沙田柚、贡

柑小果实挂满枝头。

据了解，仁化县有着丰富的地理资源和适宜的

气候环境，沙田柚、贡柑、砂糖橘等柑橘类生产方面

得天独厚。其中，沙田柚种植已有 130 年历史，丹霞

贡柑则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丹霞山周边的黄坑等

镇种植。目前，全县柑橘种植面积20多万亩，成为了

广东省柑橘生产主产区。

近年来，该县结合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做

大做强柑橘品牌，坚持走“绿色发展、质量兴农、品牌

强农”的产业发展路线，建立了万亩贡柑产业基地、

万亩沙田柚种植示范基地，在柑橘园建设了生物预

警和气象综合监测站，积极发展柑橘园生态休闲观

光、采摘体验、仓储物流、科普教育等综合产业以及

柚子香精、柚子酱等新产品研发，在全国20多个省建

立了经销点，产品远销全国各地。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仁化县被评为了“广东省仁

化县仁化贡柑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长坝沙田柚

被授予“中国气候生态优品”称号，长坝沙头柚、丹霞

贡柑先后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农产品”。仁化

县柑橘产品先后取得了广东省名牌产品、广东省著名

商标、“中华名果”、广东省名特优新农产品、全国名特

优新目录产品等荣誉。23 个柑橘产品获得“三品认

证”，两家柑橘企业成为省级菜篮子基地，沙田柚和贡

柑各有一个专业村被评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一项项荣誉的获得，让仁化县长坝沙头柚、丹霞

贡柑等品牌声名远扬，提升了柑橘产品在市场上的
竞争力，更为创建以柑橘为主导产业的省级现代农
业产业园夯实了基础。

以柑橘产业为主导 打造省级农业产业园

上月初，省农业农村厅公布 2019 年第二批省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候选名单，仁化县柑橘产业园列入

候选名单，入选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将获省级
财政补助 5000 万元，这无疑为仁化县打造以柑橘产
业为主导的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吃下了“定心丸”。

据悉，仁化县把推进柑橘产业园建设作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推动产业兴旺的重要抓手，于 2018 年 3
月启动创建，成立县长任组长（园长）的领导小组及产
业园管理委员会。该产业园规划投入建设资金约2亿
元，重点围绕柑橘这一主导产业，以周田、黄坑、大桥
及丹霞街道4个镇（街）为创建区域，通过“固本强基、

产业提升、农旅结合、双创互动、体系构建”5大任务，
建设科技创新与推广服务区、品牌农产品生产展示
区、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区、农民创业及农事体验区、标
准化柑橘产业生产区、环丹生态休闲旅游带、农产品
加工流通集聚中心等“5区1带1中心”。计划用3年
左右时间，打造集“生产+加工+科技+品牌+流通+休
闲旅游”全产业链的环丹特色现代农业产业园。

自创建以来，该县已整合资金近 4000 万元，对柑
橘产业基地道路基础设施、品牌、科技、服务平台、黄
龙病防控和育苗基地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提升和改
造。目前，产业园已建成 2 家年产 50 万株的柑橘无
毒苗繁育基地，建成休闲农业观光亭台 4 座，新修园
区产业道路 25 公里，新建高标准自动化喷灌设施种
植基地2000多亩，建成高标准生产大棚及水肥、灌溉
一体化等设施农业9000多亩，推进了第一期300多亩
农产品加工物流区、农产品展示展销中心和一批标
准示范基地等建设。

产业园初具规模 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柑橘产业园的发展，跑出了仁化现代农业发展
的“加速度”。目前，该县柑橘产业园规模大，产业园
柑橘种植规模达 12.1 万亩，产值达 23.8 亿元。经营
主体多，有 24 家农业龙头企业（5 家省级龙头）、127
家合作社（8 家省级示范社）和 51 家家庭农场等经营
主体参与。科技力量强，有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农
科院韶关分院等8家科技机构提供科技服务支撑，并
与省农科院、华南农业大学和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等
科研院所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省科院今年计划在
仁化县建立专家工作站。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紧密
度高，园区内参与种植柑橘农户达 1 万户以上，带动
劳动力就业 1 万人以上，种植户年纯收入可达 1.5 万
元/亩，柑橘产业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摇钱树”。

下一步，该县将大力推动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建设，重点抓好智慧农业、绿色农业生产研发、品牌
建设及推广、加工贮藏流通、休闲体验农业等发展，
通过建设柑橘产业园来推动全县农业产业提质增
效，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带动乡村振兴发展。

特约记者 谭玉玲 通讯员 卢剑锋

仁化推进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

打响柑橘“国字号”农产品品牌

仁化贡柑喜丰收。龙全明 摄

▲ 挑选优质果。吴玮 摄

△正玉河粉店遗失《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壹本，证号：440209600027096，
声明作废。

△李名东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壹本，编号：（1998）171
号，声明作废。

△武江区裕记早餐店遗失《个体工
商 户 营 业 执 照》正 、副 本 ，证 号 ：
440209600063826，声明作废。

△韶关市浈江区乐园镇工会委员会
遗失开户银行为工商银行韶关分行风采
支行的《开户许可证》壹本，核准号：
J5820003179001，声明作废。

△乐昌市市场物业管理服务站遗失
开户银行为乐昌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乐
银信用社的《开户许可证》壹本，核准号：
J5825000512501，声明作废。

△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马坝
村下街经济合作社遗失《广东省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证明书》正本，证号：粤农集
字第020501001008号，声明作废。

△武江区豪庭士多店遗失《个体工
商 户 营 业 执 照 》壹 本 ，证 号 ：
440209600032006，声明作废。

△裕记水果档遗失《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壹本，证号：440209600031982，
声明作废。

△韶关市跃达化工有限公司遗失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证号：
692418810，声明作废。

△黄传英遗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壹本，编号：440282113212030040J，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韶关市武江区如来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经股东研究决定，自2019年 6月 4日

起，停止经营。请各债权债务单位或个

人自公司第一次公告后45天内向公司

清算小组申报债权，逾期不报视为放弃

权利。本公司将依法向企业登记主管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

韶关市武江区如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2日

注销公告

韶关市浈江区山清水秀禽畜养殖

专业合作社经股东研究决定，自 2019

年 4 月 20 日起，停止经营。请各债权

债务单位或个人自合作社第一次公告

后 45 天内向合作社清算小组申报债

权，逾期不报视为放弃权利。本合作社

将依法向企业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

韶关市浈江区山清水秀禽畜养殖

专业合作社

2019年6月12日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公告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