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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源城答卷系列报道——乡村振兴篇

产业兴旺有奔头 生态优美有乡愁
源城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成果丰硕

古村落面临的新机遇

核心
提示

近年来，
源城区紧紧围绕产业、
生态、
组织、
文
化和人才五个振兴的总要求，
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
以首善之区的优势和魄力，
高标准高质量推动
美丽新农村建设，
建成了全市首个省级旅游风情小
镇、
全市首个村级电商创业园、
全市首个村级农产品
快检中心等重要载体，
各个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成
绩，
为打造城乡一体化发展样板提供了源城案例，
为
继续当好全市乡村振兴排头兵注入了强劲动力。

建成河源首个
省级旅游风情小镇
2019年12月30日，广东省文
化和旅游厅对
“首批广东省旅游风
情小镇名单”
进行公示，
全省共 20
个镇入选，
高埔岗街道凭实力成为
河源市首个广东省旅游风情小镇。
近年来，高埔岗街道坚持实
施“旅游富街、工业强街、文化兴
街”三大战略，依托独特地域文
化、乡土民俗、历史遗存、传统工
艺等资源，打造情调韵味浓郁、
旅游业态鲜明、人文气息浓厚、
生态环境优美、宜居宜业宜游的
休闲集聚区，全力推进源城全域
旅游核心区建设和全域全面融入
粤港澳大湾区。目前，高埔岗旅
游业发展势头十分强劲，辖区去
年游客接待量达190万人次以上，
带动增加就业岗位 1820 多个，旅
游业发展进一步释放富民能量。
旅游风情小镇是一个
“非镇非
区”
的空间区域，
高埔岗街道创建
旅游风情小镇遵循创新、
协调、
绿
色、
开放、
共享发展理念，
注重
“特
色化、
集聚化、
人性化、
精细化”
，
以
粤港澳大湾区人群为重点目标群
体，全力打造旅游休闲首选目的
地、
粤港澳大湾区休闲旅游业重要
承载区，
并在此基础上着力将高埔
岗打造成河源市全域旅游核心区
和源城区南部城市次中心。
作为颇受游客喜爱的旅游
风情小镇，高埔岗辖区内的民宿
项目分量很重。
2018 年元旦，邹友光和朋友
一起投资的大水井特色民宿文
化街区试营业。据了解，大水井
特色民宿文化街区是高埔岗客
家特色智慧旅游街镇项目五大
版块之一，与巴伐利亚、客天下
景区呈“金”字型布局，已开发面
积 3 万平方米，有 33 间客房在运
营。大水井特色民宿文化街区
核心区一期目前已初具规模，投

■上村村既现代又有乡土气息的交通驿站

资方全力打造“三院落三条街 ”
（三院落：知青院落、创意个性化
院落、情怀院落；三条街：小吃街
—农场精美小吃一路香，特产街
—农产好茶好酒一路浓，根雕艺
术街—农场根雕文化一路精）。
情怀院落是大水井民宿的核心
区域，也是灵魂区域，设计上涵
盖“一轴、二环、三区 ”，即以农
场历史文化为主轴线，将移民建
筑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两条游
览环线通过微景点贯穿起来，打
造特色住宿区、饮食购物区、特
色文化区（童趣园、根雕文化园、
电影院或戏院、
书院）。
走进这里你会发现，现有仿
古建筑和原有传统村落，各家各
户的菜园和门前空地都用篱笆
墙围起来，种上漂亮的花卉或绿
油油的蔬菜……岭南风格的赣
粤民居、客家官帽墙民居，亭台
楼阁、园林假山、荷塘水车、大水
井，这是一座宜居、宜游、宜业的
特色民宿，在这里你将看得见乡
梦、听得见乡音、闻得到乡味、摸
得到乡趣、记得住乡愁……
得 益 于 大 水 井 民 宿 的“ 助
攻”，高埔岗“互联网+智慧旅游”
小镇去年成功入选“应用型”小
镇，是全省 7 个“互联网+”创建小
镇 之 一 ，也 是 全 市 唯 一 入 选 省
“互联网+”创建小镇的街道。小
镇创新产业带动，以党建引领、
带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同时
大力支持大水井特色民宿项目
建 设 ，推 广 项 目 以“党支部（社
区）+企业+群众+精准扶贫”的发
展模式带动群众共同致富。市委
书记丁红都在专题调研全域旅游
工作时，充分肯定了大水井特色
民宿文化街区的发展定位及其的
经营模式，认为该项目是惠民的
民生工程，
值得推广。

■高埔岗大水井民宿，
成为游客打卡的网红景点。

测、技术培训为一体的科技服务
平台。该平台将为双头村及周边
蔬菜基地、村民自种蔬果等提供
免费的果蔬产品的农残、甜度、pH
值等 40 多项检测服务，通过检测
等服务，进一步加快农产品提档
升级，
助力当地乡村振兴。
“检测只是一种手段，要通过
检测向农户科普知识。”据河源职
业技术学院省农村科技特派员陈
艳芳介绍，双头村建有蔬菜基地、
水果采摘园、电商创业园等涉及
较多农产品的产业，该平台的建

下，未来大有可为：引入投资，对
建筑物修旧如旧，由此吸引游客
观光消费，并可带动民宿和农家
乐等产业，对于当地发展和提高
村民收入都是一大利好。
除了古村落的开发，双下村
面临的另一个更大发展机遇是
“城市客厅”
（钓鱼台片区）的规划
建设。2018 年 8 月，位于粤赣高速
市区出口迎宾大道南侧的钓鱼台
片区土地储备项目启动以来，市
委书记丁红都等领导先后来到钓
鱼台片区、滨江南土地储备项目
等地调研指出，钓鱼台片区是河
源中心城区的门户和枢纽，要把
钓鱼台片区、滨江大道以西片区
建设成为生态河源与现代河源融
合发展的展示窗口。
可以说，源南镇已成为市区
新一轮发展的重镇——深河产业
城 A 区二期、
源南片区土地储备和
城南水厂等多个市区重点项目都
位于该镇辖区，
其中钓鱼台片区便
是双下村未来发展依托之引擎。
目前，
镇、村正努力围绕省构建
“一
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按
照建设
“两个河源”
发展思路，
坚持
规划先行，
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推
进区域规划建设，
把区域规划放到
全市总体规划体系中统筹考虑，
坚
持科学规划、明确发展定位，把这
些 区 域 建 设 成 河 源 的“ 城 市 客
厅”。同时坚持绿色发展引领，依
托当地优美的自然环境和良好的
区位条件，加快完善配套服务功
能，引导资源、企业和项目等市场
要素向这些区域集中，
将这些区域
建设成为展示生态河源与现代河
源协调发展的重要窗口。

“美丽庭院”留住乡愁乡韵

■源城区中田村莲塘岭蔬菜基地，
是市区群众的菜篮子。

全市首个村级农产品快检中心
7 月 17 日上午，河源市源城区
埔前镇双头村农产品快检中心揭
牌。该快检中心将立足双头村电
商创业园、蔬菜基地，为全村、周
边村乃至源城区提供农产品检测
等科技服务，加快贫困村农产品
提档升级，
助力乡村振兴。
该农产品快检中心由河源职
业技术学院 10 名省、市级农村科
技特派员在省科技厅、市科技局、
源城区科技局相关部门的指导
下，在省定贫困村源城区埔前镇
双头村建立的一家集农产品检

一道围墙之隔，西北边是代
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农夫山泉项目
生产车间，东南边是代表着历史
与乡愁的双下村古村落。刘氏祖
屋的大门上，
“ 刘邹联婚”的对联
仍然鲜红照人，这似乎也象征着
源南镇双下古村落的新生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指出，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
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必须
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
党工作重中之重，
我国要大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双下村而言，
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必然将落在
古村落的修缮和重新开发上面。
据悉，双下村的古村落占地
约 12.6 万平方米，主要由均源别
墅、刘氏、廖氏、陈氏、黄氏等七大
块祖屋组成，大部分建于明、清时
期（被列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在
册古宅），建筑各具特色、风格各
异 ，是 岭 南 客 家 传 统 建 筑 的 写
照。2017 年年初，市委市政府提
出在全市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特色
美丽乡村的发展思路，并将市区
双下古村落作为其中一个示范
点。为此，源南镇已会同市、区各
有关部门，
分组多次深入双下古建
筑群进行实地调研，
并委托河源市
规划设计院做好了双下特色美丽
乡村概念规划，
做到规划、建设、修
缮、维护、旅游同步融合。根据市
规划设计院的概念规划投资估算，
完善双下古村落周边的水、电、网
络、绿化、园路、停车场等市政设施
工程费用合计需约 1300 万元。
双下村党总支部书记刘建强
说，这是历史留给双下村的资源，
在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

■陂角村美丽庭院建设成效显著，
是源城区的示范村。
立将助力加快产业发展。同时，
快检中心能辐射到埔前镇内其他
4 个省定贫困村蔬菜生产基地，以
及源城区整个蔬菜产业。除农产
品检测外，快检中心还为村民科
普农产品相关知识、提供相关培
训。陈艳芳介绍，目前，在全市省
定贫困村内，还没有专门的农产
品快检中心提供技术服务，双头

村的快检中心属全市首个。
据了解，双头村农产品快检
中心的建设，是河源市本土科技
特派员团队植根本土发展、助力
乡村振兴的鲜活案例之一，农村
科技特派员队伍通过智力扶贫、
科技服务、培训等方式，激发贫困
村发展内生动力，帮助贫困村形
成长期有效的脱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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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 21 日，
源城区在埔
前镇坪围村举行“美丽庭院”创建
活动启动仪式，
各镇街随即闻风而
动，纷纷成立“家越美·粤幸福”暨
“美丽庭院”创建工作小组，
制定并
落实创建“美丽庭院”具体活动方
案，
将活动全面铺开。
据主导开展
“美丽庭院”
的区妇
联有关负责人介绍，
区、镇（街道）、
村（社区）三级妇联组织合力将工作
重心下移到村，
紧密对接、
主动融入
城区乡村振兴战略和人居环境整治
的重点工作，
统筹谋划，
全面部署，
做到美丽庭院建设、精准扶贫与助
推环境保护同步推进、
协同创建。
庭院创建，形式多样，人居环
境有效提升。自开展创建活动以
来，
该区主要实施了四大行动。一
是
“清洁卫生我先行”
行动。巾帼志
愿者队伍每周开展家庭环境集中整
治行动，
清理庭院杂物，
彻底消灭卫
生死角，
同时向群众发放倡议书，
引
导广大妇女群众更新观念，
强化环
保意识，
以户内卫生、庭院卫生、个
人卫生为重点, 推动农村妇女从日
常生活琐事做起, 养成良好卫生生
活习惯，
实现“五美”
（居室美、
院落
美、厨厕美、绿化美、家风美）的目
标。特别是深入孤寡、残疾等生活
不能自理的困难家庭中，
帮助整理
屋内屋外，
院里院外，
通过干净、整
洁、
有序的生活环境体验，
提高困难
群体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二是“绿
色生活我主导”行动。区妇联组织
妇联执委、
三八红旗手、
最美家庭代
表和埔前各村妇联主席共 60 多人，

到
“美丽庭院”
创建示范村——埔前
镇陂角村开展美化庭院、清洁村居
环境、
“美丽庭院”
宣传活动，
通过以
身作则、
身体力行，
传播生态文明思
想和理念，
着力提升农村妇女的环保
节能意识，
普及生活垃圾分类常识，
培养生活垃圾分类习惯，
引领广大农
村妇女积极参与
“美丽庭院”
和
“美丽
乡村”
建设，
积极植绿护绿，
全面绿化
美化庭院，
助力人居环境改善，
共建
美丽家园、
共享美好生活。三是
“家
人健康我负责”行动。志愿者积极
开展入户宣传活动，
向群众发放普
及健康养生、疾病预防、科学育儿、
营养膳食、心理健康等知识的宣传
册，
广泛引导农村妇女树立健康意
识和理念，
推动提高农村妇女的健
康知识水平和自我保健能力。四是
“文明家风我传承”行动。突出“最
美”
示范带动、
孝德家风传承、
拓展活
动领域、
传播方式创新四个重点，
最
大程度地发动群众参与寻找
“最美家
庭”活动，共评选出 10 户“最美家
庭”
、
10户乡村
“最美家庭”
、
7户国防
“最美家庭”
以及26户
“文明家庭”
。
通过广泛宣传发动、争创评
比，
按照“美丽庭院”创建的“五美”
标准，推荐评选出一批创建“美丽
庭院”先进典型，包括“美丽庭院”
创建示范户 52 户、示范村 4 个，优
秀妇联干部、优秀妇联执委和“巧
媳妇”各 10 名，使家庭和广大妇女
“看有样板，
学有榜样，
创有目标”，
进一步推动“美丽庭院”创建工作
深入开展，
引导广大家庭和妇女共
建美丽家园、
共享美好生活。

■双头村的
“良田百亩”，
这是广大群众致富奔康的希望田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