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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丰收宴、农特产品展销、民俗文
化展演、南粤古驿道定向比赛……连日
来，仁化县环丹霞山美丽乡村围绕“橘香
沁丹霞，粤北悦丰收”主题，开展了形式
多样的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展
现了仁化县贯彻落实省市提出连点、连
线、连片发展环丹霞山美丽乡村的要求，
大力推进环丹霞山生态宜居美丽乡村连
片创建的成果，也充分展现了环丹霞山村
庄与丹霞山资源互补、客源共享、联动发
展的良好局面。

整治村庄 绘出美丽乡村新画卷

走进董塘镇新龙村新源组，看到村口
池塘边，巨大的沙田柚造型，漂浮的巨大

“丰”字，与挂满大红灯笼的客家围屋营
造出浓浓的丰收景象。村中一栋栋“小洋
楼”庭院芬芳，道路旁、菜园四周、稻田
边，巧具匠心的隔离笆，把村庄归整得整
洁有序。而村尾的田园观景台，巧妙地把
美丽乡村与一望无际的金色田园融合一
片，形成一幅美丽乡村画卷。

新源组是仁化县“环丹”美丽乡村连
片创建工程村之一，仅用不到一年时间，
该村由一个破旧的小山村，快速逆袭成

“网红村”。不仅新源组，董塘镇的新坪
村、丹霞街道的上陂头村等村庄，也由破
落村庄蝶变成美丽乡村。

这些村庄的华丽“变身”，源于仁化县
大力实施“环丹”美丽乡村连片创建工
程，积极推进农村破旧泥砖房清理整治，
充分融合当地生态田园、丹霞山美丽风
光、古驿道古建筑等特色，进行道路、文
化广场、绿化美化、观景亭台等建设及房
屋外立面改造提升，让村庄一步一景，涌
现出了特色民宿型、美丽田园型、红色文
化型、传统民俗型等风格各异的美丽乡
村，成为了市民游客乡村旅游的网红“打
卡点”。

如今，丹霞街道瑶塘村入选首批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城口镇恩村被列入第五
批中国传统村落，丹霞街道瑶塘村和石塘
镇石塘村入选“广东省文化和旅游特色

村”。

发展产业 农民口袋越来越“鼓”

“启动！开跑！”日前，南粤古驿道·仁
化定向比赛在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石
塘古村开跑，现场约1000名运动员与数万
名游客一起在古村中穿梭，用一场智力与
体力双重考验的定向赛事，共庆“中国农
民丰收节”。

“这几年多次举办的南粤古驿道定向
大赛，把古村带得很旺了，不管节假日还
是平时，游客都比较多了，酿的堆花米酒
存不了几日就卖光！”石塘村酒农李振成
满脸笑容地说道。

石塘堆花米酒酿造技艺是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其产品堆花米酒是石塘镇的

“一镇一品”、石塘村的“一村一品”。近
两年来，石塘村游客量倍增，石塘堆花米
酒供不应求，全村 35 户酿酒户年均酿酒
收入10万元以上。

随着秋色渐浓，仁化县“一镇一品”
“一村一品”特色农产品逐渐丰收，其中
长坝蜜柚、猕猴桃、葡萄、火龙果等特色
水果逐步上市，长坝万亩金柚园、黄坑镇
万亩丹霞贡柑园已果实累累，而丹霞贡
柑、长坝沙田柚今年更为“耀眼夺目”，先
后获得了“广东省仁化县仁化贡柑中国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中国气候生态优品”

“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公共标识”等殊
荣。以丹霞贡柑为主导产品的柑橘园入
选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专业种植长坝沙
田柚的大桥镇金喆园入选首批粤港澳大
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

融合发展 激发美丽乡村新活力

在此次“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中，不
仅有特色农产品展示推介、南粤古驿道·
仁化定向比赛，还有观光体验日日游、董
塘镇新莲村龙皇宫旅游文化丰收节、扶溪
镇“看醉美梯田，品鲜美禾花鱼”等活动，
这充分体现了仁化县推动美丽乡村、现代
农业、户外运动、文化旅游相融合发展。

按照农旅体融合发展思路，仁化县依
托世界自然遗产丹霞山、国家现代农业示

范区等优势，大力发展新型休闲农业与旅
游观光产业，建成规模以上休闲农业企业
7家、农业观光或采摘园近200家，金喆园、
五马寨生态园被评为国家 3A 级景区，仁
化县丹霞红色文化旅游路线“丹霞山—瑶
塘新村—铜鼓岭红军烈士纪念园—恩村
古村—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红军街”入
选首批“广东省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立足丹霞山和仁化丰富的资源，大力
发展徒步行、骑行赛、马拉松赛、定向越
野等户外运动项目，先后举办或承办丹霞
山半程马拉松赛、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
红色古驿道·重走长征路、徒步穿越丹霞
山等大型体育赛事，丹霞山脚下的夏富和
车湾村沿线道路成了徒步和骑行赛跑道，
石塘古村成了定向越野运动基地，城口镇
成了重走长征路重要地。

农旅体融合发展带旺农特产品、民宿
客栈、农家乐等乡村经济，田园变公园、
农房变客房、劳作变体验逐渐变成现实。

特约记者 谭玉玲

“环丹”美丽乡村现“醉”美秋色
——仁化县打造“环丹”美丽乡村示范区掠影

今年 6 月以来，新丰县、委县政府坚

决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以排

除安全隐患和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

主线，以情、以理、以法分类分策，稳步有

序推进破旧泥砖房整治工作。目前破旧

泥砖房整治工作进入攻坚阶段，该县多措

并举，对破旧泥砖房整治工作进行再动员

再部署，持续发力攻坚。

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引领作用

新丰县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按照《关于在全市农村破旧泥砖房
整治攻坚行动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通知》要

求，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党员示范带头作
用，号召党员干部带头整治自身破旧泥砖
房、带头做好身边亲戚朋友劝整治工作、带
头调解破旧泥砖房整治矛盾纠纷。

在破旧泥砖房整治行动中，各镇（街）
不断涌现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遥田镇维
新村支书陈真兴带领村干部、村党员率先
整治自家破旧泥砖房，以身作则示范带
动，用实际行动转化村民“不想整治，不舍
整治”的思想观念，促进村民大面积整治
破旧泥砖房，全村完成整治面积约 2.5 万
平方米；回龙镇正子村支书冯小红，不仅
率先整治自家破旧泥砖房，而且主动作为
用为百姓办实事的心，道尽千言万语做群
众工作。“十年后的我们会感谢现在的我
们”这样的语句一次次感染了村民做通思
想工作。马头镇乌石岗村支书许金常，在
推进整治工作过程中，始终秉承“带头示
范、讲公心、为群众”的宗旨，一间一间持
续做工作推进，带领村民全面完成破旧泥
砖房整治工作。

持续督导复核严格目标

该县成立七个由县人大副主任、县政
协副主席等县领导任组长的督导小组，采
取召开座谈会听汇报、实地查看室内台账
资料、随机进村入户检查等方式进行全方
面督导。同时制定镇村交叉检查方案，各

镇（街）交叉检查，相互督促，相互学习。
新丰县农业农村局根据各村整治情况借
助无人机等科技力量进行地毯式复核，确
保破旧泥砖房整治工作全覆盖、无盲区、
无死角，目前督导复核排查工作正在紧张
有序进行中。

同时制定示范镇示范村标准，一是要
求示范镇、示范村全面完成破旧泥砖房整
治工作；二是建立完整的资料台账，组织
领导保障到位，基础组织得力，包村共建
落实到位，村民主动参与；三是建有土地
利用和旧资源利用成效示范点，建立长效
管护机制；四是无安全事故，无群体事
件。同时自我加压，要求到 10月底前，必
须全面完成整治工作的镇（街）达到 5 个
以上，各镇（街）上报的 60%干净整洁村必
须全面整治完成；12 月底前，全县 141 个
行政村全面完成整治任务。

持续推动整治后半篇文章

新丰县持续利用整治后土地利用“四
种模式”和整治后旧物利用“四种模式”，
推动整治后半篇文章。该县农业农村局
为更好地指导各镇街做好整治后半篇文
章工作，组织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出台《整
治农村破旧泥砖房土地复耕复绿指导意
见》，对整治后复耕复绿地块质量要求、种
植作物的品种选择、栽培技术措施等方面

都做了详细的指导，指导农户利用整治农
村破旧泥砖房腾出来的土地进行复耕复
绿，提高土地利用价值，发展乡村产业。
同时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活动，该县农业农村局党员干部用百
姓听得懂的方式把专业种植技术传授给
农户，并且亲自下田耕种，党员干部和群
众一起耕种，再现当年“南泥湾大生产”八
路军战士们与乡亲们一起挥舞镰刀锄头
的奋斗场景。

丰城街道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结合
“三旧改造”项目，利用土地流转模式，把
整治后土地和征地的集体经济留用地一
起开发利用，破解城乡结合部整治难题,
其中城西村九组、紫城十组、松园村一组
把完成破旧泥砖房整治面积 12000 平方
米的土地与相关开发商洽谈项目，联合开
发，提高土地利用价值，保障群众利益。
马头镇潭石村、乌石岗村严格按照《韶关
市加强农村住房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
优化农房规划布局，提高农房建设质量，
对农房选址、占地面积、建筑面积、建筑限
高、风貌管控等方面做出详细指导意见，
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打下坚实的基础。

新丰县持续开展破旧泥砖房整治行
动，截至 9月底，累计完成破旧泥砖房整治
面积达到98.18万平方米。目前，该县继续
多措并举稳步有序推进破旧泥砖房整治工
作，做实做细群众工作，积极争取群众支持
参与，持续着力做好“后半篇文章”，加强引
导，妥善处理和充分利用废旧物品，立足长
远，科学做好整治后土地规划利用，为乡村
振兴腾出更多发展空间，为新农村建设打
下坚实基础。

韶关日报记者 邱日欣 通讯员 张楚凡

为乡村振兴腾出更多发展空间
——新丰县持续攻坚推进破旧泥砖房整治工作纪实

新丰县遥田镇新群村破旧泥砖房拆除后，选择合适的地段用于村民

家禽圈养，有效改善村内卫生状况。 新宣

仁化县扶溪镇蛇离村乡村游稻田捡螺体验受热捧。如梦 摄

美丽的仁化扶溪蛇离梯田。汤蕙 摄

△乳源瑶族自治县华枢养殖专业合

作社遗失开户银行为乳源瑶族自治县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大布分社的《开户许可

证》壹本，核准号：J5827000405801，声

明作废。

△ 朱 先 辉 遗 失《拖 拉 机 驾 驶 证

（G2） 》 壹 本 ， 证 号 ：

440221196907096234，档 案 编 号 ：

440221002498，声明作废。

△仁化县益农生资店遗失《个体工

商 户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证 号 ：

440224600015126，声明作废。

△张万湘遗失位于南雄市新区林荫

东路1号之703号的《房地产权证》壹本，

证号：粤房证字第6487195号，声明作废。

△刘金冬遗失位于南雄新城仙人台

居民区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壹本，证号：

雄府国用（1990）字第02230101418号，

声明作废。

△刘金冬遗失位于雄州镇新区仙人

北巷6号的《房地产权证》壹本，证号：粤

房证字第1842176号，声明作废。

△新丰县广场健身操（舞）协会遗失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本壹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440233070217168R，声明作废。

弃婴公告
2019年8月29日早

上 6时 13 分，在龙仙镇
康乐路三小旁边的一栋
居民楼下捡到壹名女
婴。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该弃婴的生父母或
其他监护人凭身份证和所在单位证明或
住所地居（村）委会证明到翁源县社会福
利院联系认领。逾期无人认领，该弃婴
将依法予以安置。特此公告。

翁源县民政局
2019年10月9日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公告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