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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垒头镇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以“人居环境、
建筑风貌、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特色产业、乡村治理”
为重点，在巩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基础上，着力补齐短
板、全面提档升级，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加快乡村振兴，
统筹推动城乡高品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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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地 关注

本报讯（记者丁璐瑶）近日，辛集市教育局结合

2021年网络安全宣传周，在辛集镇实验中学和辛集

市方碑街小学举办了“网络安全宣传进校园”活动。

该局通过横幅、LED电子屏、展板、主题班会等形

式，让广大师生了解和掌握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

安全防范意识。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学生发放了网

络安全宣传资料。在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除了开展

校园日活动之外，该市还将开展电信日、法治日、金融

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线下主题日活动。

目前，河北米吉乳业有限公司正在辛集市加紧建设，项

目总投资6亿元，预计今年底建成投产，可年产5000吨乳清

粉等乳制品。图为建设现场一角。 王小龙 摄

本报讯（记者王露露）学史力行，以行践知。南智

邱镇切实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动力，扎实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走深走实。日前，他们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爱心

义诊活动，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贴心的医疗

服务和健康教育。

义诊活动现场，医务人员为村民量血压、测视力，

耐心解答村民们的疑惑，讲解健康知识，并发放健康

知识手册等宣传品300余份，提醒村民们提高自我保

健意识，未病先防、有病早治。

本报讯（记者赵康珏）近日，

辛集镇杨家方碑村供暖改造项目

设计施工总承包开标仪式在辛集

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举行。经过

几轮竞标，最终，河北龙庆达设备

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中标，中标价

为726.8万元。此次产权交易的

完成，标志着今年辛集市各类农

村产权交易额突破亿元。

2015年8月，经辛集市政府

批准，由辛集市联社出资50万元

注册成立了辛集市农村产权交

易有限公司。该中心是辛集市

唯一一家为各类农村产权流转

交易提供信息发布、组织交易、

交易鉴证、资金结算、抵押登记

等综合服务的公开市场，对于盘

活农村资产要素，促进农村资产

资源依法有序合理流动，增加农

民的财产性收入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

该中心交易品种包括农户承

包土地经营权、林权、“四荒”使用

权、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农村集

体资产股权、小型水利设施使用

权、农业类知识产权、农村建设项

目招标、产业项目招商和转让等

12类农村产权。

目前，该市农村产权交易业

务量迅速增长，今年以来已完成

公开招标项目191笔，现场竞价

项目42笔，项目备案237笔，交易

金额达1.065亿元。

辛集市与河北科技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南张村持续优化人居环境

本报讯（记者聂星涵）重阳节前夕，辛集市市场

监管局对部分养老机构进行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确

保老人们度过一个健康、安全、祥和的重阳节。

每到一处，工作人员都详细了解了养老机构的

日常疫情防控、进货台账、留样记录、护理人员日常

安排、食品卫生规章制度等落实情况，并实地察看

了床单被褥换洗等情况，重点对食品库房、餐饮厨

房进行了细致的检查，确保食品有来源保障，记录

在案有迹可查。

张古庄镇南吕村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

出实招，办实事，使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群众幸

福指数大幅提升。图为该村一座洁净的农家

小院里，郝大娘老两口正在剥玉米，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 尚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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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集市教育局
网络安全宣传进校园

辛集
检查养老机构食品安全

南智邱镇开展义诊活动

本报讯（记者王铭晗）村史馆里看变迁，老物件

中忆乡愁。近日，辛集镇裴辛庄村史民俗馆筹建完

成并对外开放。馆内一张张图片、一件件物品写满

了裴辛庄村几百年来的时光印记，透着历史文化的

痕迹。

走进村史民俗馆，仿佛穿越时光隧道。馆内陈

列着多种多样的老物件，除了纺车、风箱、木钻等传

统农具外，还收藏了电视机、电影放映机、收音机等

老式家电，展示了老一辈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裴

辛庄村的历史文化积淀，再现了乡村历史发展脉络。

村史民俗馆外的文化墙上还挂有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中华传统美德、村史村情等展牌，展示出裴

辛庄村的乡风文化、家风文化。据了解，该村还将继

续完善村史民俗馆，搜集老物件、挖掘感人故事，倡

导村民感悟历史，传承文化。

辛集镇裴辛庄村史民俗馆
建成开放

本报讯（通讯员李秋华）日

前，辛集市与河北科技大学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将在科学研究、成

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全力支

持河北科技大学发展，让辛集成

为其育人育才、成果转化新沃土。

近两年，该市积极拓展与知

名高校、科研院所的战略合作，合

力推动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

转化应用，使得辛集产业结构不

断优化。以前，该市的主导产业

主要是皮革、化工和钢铁。如今，

科技创新赋能使战略性新兴产业

异军突起，一大批“高精尖”“专新

特”产品在这里孕育、孵化、投产，

涌现出申科电子、叁迪公司等多

家具有行业竞争力的民营高新技

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了有

利地位。

申科科技集团是辛集市一家

科技型企业，也是全国最大的精

密互感器研发制造高新技术企

业。该产品是其支柱性产品，多

年保持国内市场占有率首位。“我

们始终把产学研联合作为创新发

展的基石，借力借脑借智，持续推

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申科科技集

团董事长王立崇介绍，他们先后

与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华中科

技大学等国内知名院校、科研单

位建立密切合作。目前，该集团

已完成新产品、新工艺研发50项，

获得授权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

专利11项，转化科技成果48项。

申科科技集团的强势崛起，

是辛集市坚持科技创新引领高质

量发展的缩影。近年来，该市以

建设创新型城市为抓手，积极培

育科技创新主体，扶持了一批创

新能力强、科技含量高、成长性好

的科技型企业做大做强；持续推

进科技成果转化，开展产学研深

度融合协同创新，实施京津精准

成果对接，促进科技资源共享共

建；引进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制定

了“人才政策十条”，全市创新体

系更加完善、创新成果更趋前沿、

协同创新更加高效、创新生态更

加优化。

该市科技局提供的数据显

示，截至9月底，全市高新技术企

业总数达到112家，科技型中小

企业总数达到653家；建成省级

以上技术创新中心8家、省级产

业技术研究院2家、省级企业技

术中心8家、省级新型研发机构2

家、省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1家；

培育省级创新英才38名，省级创

新团队2个，与15名院士建立了

长期稳定的深入合作关系。

加快聚集科技创新新动能

西曹村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相结合，精心谋划，实施硬化、美化、

绿化和亮化工程，着力改善农村环境。图为该

村健身休闲小广场。 李印路 摄

本报讯（记者张思瑶）近年

来，南张村持续优化农村人居

环境，不断推进村容村貌改

善，奋力擘画乡村“高颜值”。

该村位于旧城镇东侧，紧

邻307国道，是辛集市的“东大

门”。走进南张村，只见道路

干净整洁，房屋整齐有序，一

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就这样铺

展开来。墙上的壁画，不仅宣

传孝道、廉政等传统美德和正

风正气，还展示了村里的特色

农产品，既为村庄增添色彩，

又弘扬了正气美德，营造出和

谐文明的乡村氛围。

据了解，在乡村人居环境

治理中，该村大力实施“五清

三建一改”。村民积极配合，

主动拆除。村里将拆除出来

的土地，新建成4个小游园、小

广场，配备了各类体育健身器

材。该村还硬化改造路面8万

平方米，铺设便道砖1.25万平

方米，使村民出行更加便利；

种植树木2500余棵，种植花草

1700余平方米，有效提升了村

庄的绿化、亮化、美化水平；在

各街道、路口、重点场所都安

装了高清摄像头。127个摄像

头像“安全卫士”一样，24小时

不间断地对村内情况进行监

控，保障着村民安全。

辛集农村产权交易额过亿元

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

业，农民富裕富足，是辛集市推动

城乡统筹高品质发展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今

年以来，辛集市新垒头镇以党史

学习教育为契机，以“人居环境、建

筑风貌、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特色

产业、乡村治理”为重点，在巩固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的基础上，着

力补齐短板、全面提档升级。

环境提级
增强百姓幸福感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

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一项重要任务。该镇制定了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水治

理、厕所革命等方面权责清晰的

长效管护制度，将责任层层分解

到组织、企业、个人，实行定人员、

定职责、定管理责任制。今年以

来，该镇推动人居环境整治提档

升级，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统筹推

进水、电、路、网工程建设。健全

村级饮水安全责任制，定期对各

村水质进行检测，列入重点建设

的7个美丽乡村均实现了连续安

全供水。电力完成改造2881户，

改造完成率达到98%。5条乡村

公路硬化总里程17.53公里，并全

部列入养护范围。7个行政村完

成电力线、通信线、广播电视线

“三线”治理，广播、电视、邮政、网

络实现全部覆盖到村，全天候信

号畅通。

该镇始终坚持以村容村貌提

升为重点，强力推进村庄清洁行

动、村庄美化亮化以及美丽庭院

创建等工作，通过创建美丽庭院，

引导群众打造“人美、院美、室美、

厨厕美”的家庭环境。7个重点村

评选出美丽庭院1752个。通过

租用农村闲置宅基地等方式建设

小游园、小广场3处，完成绿化植

树24万平方米，村容村貌得到了

进一步改善。

文明提标
让美好乡风吹进百姓心

乡风展现的是美丽乡村的精

神面貌。为培育文明乡风、良好

家风、淳朴民风，该镇大力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塑造乡村文明新风，

使乡村的人居环境、村民的精神

风貌焕然一新。

该镇整合村民服务中心、村

史馆、文化大礼堂、农家书屋等

基层公共服务资源，搭建“五大

平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今年来，该镇举办了一系列

群众性评比活动，评选出“乡镇

好人”7名、“新乡贤”8人、“十星

级文明户”260户，一批体现时代

特征、有人格魅力、有较高素质、

有群众基础的先进典型不断涌

现，使群众在对典型事迹了解过

程中收获感动，触动思想，见诸

行动，进而在全镇形成崇尚先

进、学习先进、追随先进的良好

风尚，逐步形成“乡风文明”的浓

厚氛围。

服务提升
为百姓践行初心使命

该镇党委、政府把美丽乡村

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强力推进，

分解目标任务,细化工作责任，强

化工作措施，建立并完善党政班子

成员包片、机关干部包村、村干部

包户的“三位一体”工作机制，实行

“网格化”管理。该镇因地制宜，以

全民共建为重点，以美丽庭院创建

为抓手，将美丽乡村建设与镇经济

社会发展相结合，与各村实际相结

合，开发与保护相结合，充分调动

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形成党员干

部带头、村民主动配合、群众积极

创建的浓厚氛围。

农村工作千头万绪，关键是

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管理核心，村

党组织首先必须成为一个坚强

的战斗堡垒。目前，全镇各村党

支部、村委会、村监会已按程序

完成换届。镇党委把抓好乡村

振兴作为村“两委”的年度绩效

考核重要内容，严格落实督查常

态化，定期通报、限期整改，并完

善奖惩机制，健全监督机制，接

受群众全程监督。

“今后，我们将进一步丰富

和提升新农村建设的内涵，以美

丽乡村建设的新成效，为新时代

全面建设高品质中等城市作出

更大贡献。”该镇党委书记贾济

超说。

辛集市各小学积极构建校内课后服务体系，

确保课后服务全面高质量开展，促进学生健康成

长。据介绍，该市小学校内课后服务的时间为每

周一至周五中午饭后至下午上学前和下午放学至

18∶00两个时间段，内容包括学生在老师的管理下

自主完成作业，以及开设书法、古筝、叶雕、合唱等

活动课程。

该市自2019年秋季开始在全市公办小学推行

课后服务工作，目前已覆盖全市180所小学（含民

办和教学点），学生参与率为93.9%；教师参与率为

99.8%。图为辛集镇第六小学学生课后练习古筝

演奏。 记者 赵康珏 摄

“内修外炼”建设美丽乡村
——新垒头镇补短板促升级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记者 周龙 通讯员 赵艳玲

新垒头镇东大陈村桥头西广场一角新垒头镇东大陈村桥头西广场一角。。王许王许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