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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徐庄镇党委、政府始终坚
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
果由人民共享，把各项民生事业作为与经
济社会发展同步推进、同步考核的重要工
作。2018 年完成全镇 62 个自然村，7 万
余平方的户户硬化工程；投资800万元在
镇驻地新建污水处理厂1处，已完成全部
罐体安装，年底前处理设备可全部安装完
成；规划实施旱厕改造1500户，已超额
完成 1550 户；投资 1000 万的 LNG 燃气
站，正在网管铺设，镇驻地年底前可实现
通气。全部完成危房改造121户。新台高
速工程徐庄段（15.7公里）详察工作顺利
推进，可按区定时间节点保障施工。市级
标准化综治中心创建成功并投入使用，解
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7件，全
年无刑事治安案件、重大公共安全事故、
重 大 群 体 性 事 件 的 发 生 。 开 展 “ 天
目-18”毒行动、扫黑除恶治乱等活动,
实施科级干部轮流坐班，积极把各类矛盾
化解在镇内，维护全镇信访长期稳定。

该镇基层党建坚强有力，探索创新建
立了科级党员领导干部基层党建工作联系
点，开展以科级党员领导干部联系办事
处、联系村，创建村级服务型党组织、创
建基层示范党支部为主要内容的“双联双
创”活动。完善了“一站式”便民服务大
厅,推行“干部坐班、民事村办”制度，
2018 年为群众办好事实事 960 件，提供
咨询服务 569 件，调解处理矛盾 236 件，
群众满意率不断提升。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将“28 日党员活动日”与组织生
活、党性教育、志愿服务有机结合，开展

“微岗位”认领、无职党员“设岗定责”
活动，累计开展党员集中活动700余次，
参与党员5000余人次。

2019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关键之年，徐庄镇将继续保持锐意
进取、攻坚克难的拼搏精神，聚焦“一路
一片”（即新台高速、农村综合改革片
区），凝聚力量、埋头苦干，推动乡村振
兴在徐庄落地、开花，以优异成绩向建国
70周年献礼。

突出农村综合改革这一主线。加快全
国农村综合性改革试验试点工作推进，确
保改革成效，探索改革经验。推动精准扶
贫由“打赢”向“打好”转变，把精准扶
贫与美丽乡村建设、农业改革、旅游开发
等相结合，将扶贫项目打造成带动发展的
兴业项目。实施土地整理项目二期工程，
实施大峪村破损山体治理项目，推动集体
经济发展、推进乡村治理、农民增收、生
态文明等全面发展。

抓住镇域经济发展这一重点。千方百
计上项目、增税收、强财力，用好新旧动
能转换政策机遇，加快东粮生物科技二期
及四知堂农业加工项目建设，尽快促成凰
山虫趣谷项目落地。

筑牢乡村旅游升级这一根基。在葫芦
套片区启动沿北留路建设乡村特产集市和
七彩花海大棚种植项目，积极申报3A级
景区；实施翼云湖环湖绿道建设，不断提
升后峪、湖沟、梅花山等景区的基础设施
条件，全力打造乡村旅游的升级版。

关注群众幸福指数提高这一目标。全
面配合好高速公路建设工作。聚焦群众反
映强烈的黑恶犯罪，做到有黑扫黑、无黑
除恶、无恶治乱。借助美丽乡村建设、路
域环境治理等工作，不断改善和提升群众
的生产生活条件，让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
果。

把民生福祉作为最终遵循

翼云湖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徐庄镇
严格按照习总书记的指示全面打羸脱贫攻
坚战，于2018年10月成功实现基本全部
脱贫。据悉，徐庄镇共42个行政村，其
中省级重点贫困村17个，贫困发生率为
9.6%，脱贫攻坚任务繁重，2014年全镇
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4558 户、13061 人，
徐庄人民经过三年多的脱贫攻坚，通过扶
贫项目的持续拉动，“一达标两不愁三保

障”得到全面实现，目前全镇58个扶贫
项目全部纳入监管平台，资产资金总额达
2493.41 万元，其中 2018 年度投资 1212
万余元，实施扶贫项目18个，当年已实
现收益39.2万元；“正是因为我镇实施的
扶贫项目收益好，使扶贫资产保值增值的
同时，让贫困户实现稳定脱贫、村集体收
益得到大幅提升”，镇扶贫办主任邢学习
说道。

把脱贫攻坚作为第一要务

徐庄镇深度挖掘农业特色资源、注重
生态保护、探索农业发展模式，着力提升
基础农业的休闲、体验与文化功能，推动

农业提质增效。目前，全镇共培育了柜族
部落、崖头、葫芦套、湖沟等7处特色农
业片区。

科学规划、明确定位、确立特色农业
新思路。以先进的规划作引领，明确“提
升传统农业、培育新兴业态、繁荣现代农
业”的总体思路。分批次组织镇村干部
300余人，到烟台、威海、泰安等地学习
考察特色农业发展的先进经验，推动干部
思想解放，邀请专家编制了融农业、旅游
业与加工业三规合一的现代农业发展规
划，确立了“逍遥徐庄、慢游田园”的发
展定位。

依托基地、资源整合、打造特色农业
品牌。该镇板栗、核桃、樱桃、柿子等农
产品种丰富，其中辖区内黄金小米生产区
2018 年被评为省级循环农业示范区。以
现有 4.3 万亩农业标准化基地、9 个“三

品一标”农产品品牌为引擎，把优势资源
整合包装成项目、招商引资、政策争取，
把资金捆绑运作，大力扶持发展集中连片
的特色农业产业化基地。引进了白舞茸林
下种植、七里河茶园等一批特色农业高端
品牌，武王庄等村10万亩富硒板栗生产
基地，被评为国家级绿色原材料基地，板
栗获得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和国家地理标志
认证。该镇同时也是国家级优质核桃生产
基地，核桃被评为绿色食品，获中国农产
品交易会银奖；大樱桃、花椒、冬桃获无
公害食品认证，全镇7处休闲农业观光园
成为枣庄学院、青岛农业大学、枣庄摄影
家协会的创作写生基地，带动全镇生态特
色高效农业和高端农产品快速发展。

积极探索“公司+合作社+基地+农
户”的运营模式，延伸产业链条，树立农
产品品牌。在资金、政策、服务上对龙头
企业进行重点扶持，帮助龙头企业加快技
术改造，提高竞争力，促使一批辐射面
广、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迅速壮大。目
前，全镇已涌现出农业龙头企业4家、农
业合作经济组织30多个，辐射农户8000
多户。将特色元素融入到镇级优势企业－
枣庄德丰食品、永兴板栗等公司的产品研
发、推广方面，研发了小袋地瓜枣等特色
产品，主打韩国等国外市场，并运用“互
联网+农业”的理念，年实现网上销售地
瓜枣1600多吨。

徐庄镇在大力发展农业之际，不忘夯
实农业发展基础，2018 年共完成建设提
升高标准农田 8000 亩；实施 6700 亩国
土整理项目，第一期规划3700亩，目前
共分 5 个项目区正在实施；第二期 3000
亩，已完成规划、可研、评审，马上进入
招标程序，工程完工后可新增耕地6700
亩，新增市级生态农业及乡村旅游示范点
2个。

把农业发展作为动力之源

“经过几代徐庄人的持续努力，徐庄
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经济总量是 2001
建镇时的 40 余倍”，徐庄镇镇长刘超介
绍。截至2018年11月底，全镇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完成 28677 万元，同比增长
40.47%；完成利税总额3933万元，同比
增长 83.95%；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49772
万元。新增规模以上纳税额过 100 万企
业 2 家 （枣庄启宏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枣庄嘉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
工建设市定重点项目 2 个，其中葫芦套
美丽乡村文化旅游项目，被定为 2018 年

省旅游和服务业重点项目；米山顶光伏
发电项目二期投资 1.5 亿元，已完成并
网发电，累计总发电规模达到 30 兆瓦。
永兴板栗加工有限公司，实现出口 100
万美元。东粮生物科技项目二期正在调
试安装，预计年底可实现试生产。全年
新增招商引资项目 5 个，过亿元项目 3
个，其中海澜之家制衣项目投资 1.5 亿
元，盘活了原华龙制衣闲置厂房，现已
进入试生产阶段，飞翔教育通过省文博
会顺利签约，现正在施工装修，计划
2019年5月正式对外招生。

把发展经济作为重中之重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总书记
“两山”理论在徐庄镇2016年以来的乡村
旅游发展中得到充分应用。徐庄镇历史文
化悠久,现存各类庙宇古寺遗迹30多处，
大汶口文化村落遗址、汉墓群等6处，徐
庄皮影戏被列为省级非物资文化遗产，辖
区内邢山顶、高山顶等自然村落仍然保留
着独具鲁南风格的石板房古村落，湖沟梯
田被评为首批齐鲁美丽田园。红色文化基
因传承久远，抗战时是八路军115师在鲁
南地区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带，陈毅、罗
荣桓、陈光、郭子化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先
后在此战斗过，现存有115师指挥所遗址
6处，北海银行印刷厂遗址1处。

2016 年徐庄镇紧抓省旅服局帮包之
机，立足良好的生态资源，实施文化与旅
游融合战略，成功创建特色慢游小镇。目
前该镇逐渐形成了“三季有花果、四季景
不同”的特色乡村观光旅游格局，建成葫
芦套、翼云湖、梅花山等 5 大乡村游片
区，其中翼云湖和葫芦套最为典型，为该
镇龙头片区。

翼云湖柜族部落以集装箱行业文化被
评为省级金星级文化主题酒店，2017 年
被评为全国优选旅游项目，项目二期度假
房外观建筑设计，已申请国家设计专利，
营业以来，市场火爆，每逢假期更是“一
房难求”。2018 年投资 1000 万元，实施

环翼云湖美丽乡村建设，完成人居环境提
升工程，“现在的翼云湖，真是天蓝、水
清、山绿、空气清新”，游客李某由衷地
感叹道。

在葫芦套片区，2016 年以来累计投
入3000余万元，并成功招引隆晖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进行乡村游投资，打造了以葫
芦娃乐园、葫芦文化展览馆、精品民俗等
为一体的乡村旅游景点。全市首条玻璃栈
道于5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单项累计收
入超过 700 万元，2018 年又配套建设了
跑马场、滑索、喊泉等娱乐设施，假期、
周末等重点时段一票难求。

随着全域旅游的兴起，许多村民在以
房屋、土地经营权入股本村旅游合作社增
加收入的同时，不少村民也在经营小生
意，拓宽自己的收入渠道。目前全镇共发
展 150 余户农家乐，20 余家旅游特色商
品展销点，带动5000余户村民年均增收
4000 余元。葫芦套村支部书记尚明程
说：“多亏了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近2年
葫芦套的农产品，不用出村就被游客全买
完，村民在闲暇时间还可以在景点打工赚
钱，收入来源多样化。”

今年，该镇成功举办第七届梅花山山
地自行车赛、第三届白龙文化节、第四届
湖沟桃花节等节会活动，休闲慢游小镇知
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把发展乡村旅游作为关键支撑

“生态保持良好，这既是以前徐庄镇
发展缓慢的原因，也是目前我镇发展迅速
的优势所在，我们毫不动摇地把这一优势
继续保持下去，为后代子孙留下发展的空

间”，徐庄镇党委书记梁鹏在谈到生态问
题时坚定地说道。该镇生态旅游资源丰
富，属纯山区乡镇、库区乡镇，共有大小
山头 201 个，山地面积占全镇总面积的
87.8%。拥有林地面积13.8万亩、国家生
态公益林13万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
68.3%，位居全省前列。

在生态恢复上，该镇也是不遗余力，
仅本年度就完成投资400余万的虎子口、
投资1003万的乔山破损山体修复项目和
投资175万的龙眉道、投资283万元的峨
子山山体治理复绿项目等4个生态项目，
新增林地面积55亩，新增建设用地面积
29.7亩；另外、该镇还是国土绿化行动的
忠实执行者，本年度共新栽种松树、木
槿、花椒等绿化、经济苗木1.84万棵。

把生态保护作为基本底线

A

C

D

B

F

E

徐庄梯田

柜族部落

徐庄镇位于山亭区东

部、沂蒙山西南麓，总面积

180 平方公里，是我市辖区

面积最大的乡镇。现辖 6 个

办事处，42个行政村，233个

自然村，6.1万人。近年来，徐

庄镇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大历次全会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及十九届一中、二中、三中

全会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实干担当，攻坚克难，加

压奋进，凝心聚力实施新旧

动能转换，全面落实乡村振

兴战略，经济社会民生各项

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群众

幸福感指数不断提升。该镇

先后被评为全国美丽乡村标

准化建设试点镇、全国农村

产权制度改革试点镇、全国

一村一品（板栗）示范镇、省

级扶贫开发先进乡镇、省级

旅游强镇、省级最美乡镇、省

级特色文化镇、省级文明镇、

省级休闲慢游小镇等。

1212
2018年12月30日 星期日

山亭版山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