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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政发〔2015〕11 号 

 

 

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政府 

关于全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加快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的实施意见 

 

各镇人民政府，各办事处，区政府有关工作部门、直属机构： 

为全面改善村庄人居环境，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促进城

乡一体化发展，加速农村新型城镇化步伐，奋力实现美丽富裕新

汉滨建设目标，现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目标任务 

按照“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建设总体要求，以汉

江两岸、月河川道、瀛湖库区及景区景点沿线城镇带为重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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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开展村庄人居环境整治，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加快推进美丽乡

村建设。到 2020 年，全区村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基本完成，形

成以生态美、村容美、庭院美、生活美、乡风美的特色村庄为引

领，以生产生活条件良好、村容村貌干净整洁的一般村庄为主体

的美丽乡村村庄体系。 

村庄规划全部覆盖村庄规划全部覆盖村庄规划全部覆盖村庄规划全部覆盖。2015 年全区完成 2个示范镇和 20 个市

区级示范村规划编制，2017 年全面完成所有村庄规划编制。 

生态环境不断优化生态环境不断优化生态环境不断优化生态环境不断优化。到 2020 年，实现垃圾统一收集，规范

处理，污水达标排放，农村河道沟塘干净通畅，乱堆乱放基本消

除，无害化卫生厕所基本普及，卫生保洁机制基本建立，村庄绿

化美化水平不断提高。 

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到 2020 年，基本完成通村公路及村庄

道路硬化亮化，农村饮水、垃圾处理、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农村

电网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全面建成，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明

显改善。 

民居风格彰显特色民居风格彰显特色民居风格彰显特色民居风格彰显特色。到 2020 年，基本完成农村现有危房改

造任务，引导农村人口集中居住，村庄古民居、古建筑得到挖掘

保护，房屋建筑风格得到靓化，连片墙体得到美化，庭院道路得

到绿化，实现村庄、民居与自然和谐统一。 

主导产业快速发展主导产业快速发展主导产业快速发展主导产业快速发展。到 2020 年，农村“一村一品一园”农

业产业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区域优势特色产业加快发展，循环发

展体系基本建成，农民实现稳定增收。 

乡风文明乡风文明乡风文明乡风文明人文和谐人文和谐人文和谐人文和谐。。。。到 2020 年，农村的教育、文化、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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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事业得到蓬勃发展，农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不断

提高，崇尚文明、崇尚科学，形成家庭和睦、民风淳朴、互助合

作、稳定和谐的良好社会氛围。 

从 2015 年开始，全区开展“十镇百村”美丽乡村创建活动，

其中创建市级示范镇 1 个，市级示范村 15 个。区上每年选择 2

个美丽乡村示范镇、20 个示范村开展创建，按照“三宜五美”

要求，明确目标，统筹规划，样板示范，分步实施，制定美丽乡

村示范创建活动方案，加快实施美丽乡村六大工程建设，持续、

全面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二、建设内容 

（一）推进村庄规划编制工程。要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一次规划，分步实施，结合镇村综合改革、陕南移民搬迁、农村

新型社区建设、新农村建设、重点示范镇和文化旅游名镇建设，

编制完善镇村体系规划。要对村庄进行科学分类，明确整治重点

和时序，以汉江两岸、月河川道、瀛湖周边及景点景区沿线城镇

带为重点，优先组织编制村庄建设规划。对具有历史遗迹、特色

景观和民俗文化的村庄，在规划和整治时要尽可能保留村庄的文

化传承和自然风貌。 

（二）推进生态环境建设工程。加大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力度，

深入推进农村清洁工程，统筹推进农村污水垃圾处理工程建设，

有效治理垃圾污水乱排乱放等突出问题。推广“户收集、村转运、

镇处理”的垃圾集中收集处理模式，建设回收设施，配备清运车

辆，推行垃圾就地分类回收利用，建立卫生保洁机制。推进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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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池塘等综合治理工程，加大村庄绿地、森林景观建设。加

大农村改厕力度，全面推行无害化卫生厕所。积极探索农村废弃

物资源化循环利用模式，推广节地、节水、节肥、节药种养技术，

整治农村畜禽养殖污染，加快实施农村沼气工程，发展生态循环

农业。集中建设农村墓地，有效治理乱埋乱葬现象。 

（三）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按照“打开通道、连接路网、

改造提升、加强管理”的思路，持续推进农村道路建设，实施村

庄内道路硬化、亮化、绿化工程，全面加快通村客运事业发展。

坚持建管并重，实施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提高农村集中供水人

口比例。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全面解决农村居民用电问

题。统筹推进村级小学和幼儿园建设，确保农村教育事业健康发

展。加快实施护坡挡墙等加固工程，加大农村消防、防洪等防灾

减灾设施建设，提高村庄防灾减灾能力。积极推进农村信息化建

设，实施好广播电视户户通、“金农”工程、农业综合信息服务

平台工程。推动商业服务网络向农村延伸，加快农村服务业发展。 

（四）推进特色民居建设工程。加快实施陕南移民搬迁和新

型社区建设，加强农户建房的规划引导和规划控制，提高农户建

房标准，做到安全、实用、美观。推进农村危旧房改造和墙体立

面整治，美化房屋建筑、连片墙体，改善视觉效果，突出整体风

貌和地域特色。加强集镇、院落现有绿化树木花草管护，动员居

民开展房前屋后庭院美化绿化，重点区域补植增绿。挖掘和保护

古民居、古建筑、古村落、古树名木和民俗文化，加强历史文化

名村、特色景观名村、传统村落、美丽宜居村落的保护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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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村庄历史文脉，努力打造山清水秀地绿、宜居宜商宜创业的

美丽乡村。 

（五）推进农村产业建设工程。大力发展畜牧、茶叶、魔芋、

核桃、渔业等特色产业和山林经济、涉水产业，推广 “一镇一

业一园”和“一村一品一园”发展模式，发展现代农业。加快推

进土地流转，促进规模经营，示范镇要建设一至二个市级以上现

代农业园区，示范村要建成一个区级以上现代农业园区。加快职

业技能和产业技术培训，促进农民群众创业就业。大力培育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实施品牌战略，加大冷链储运建设，促进加工、

流通与消费对接。鼓励农民依托优美的自然环境、丰富的农业资

源、深厚的农村文化，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拓宽增收渠道。 

（六）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工程。大力实施“送先进文化进村、

促文明行为入户”活动，加快农村书屋、农民书架、文化大院等

文化设施建设力度，设立生态文明建设文化墙，举办生态文明知

识、卫生健康知识讲座，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广泛宣传文明风尚，

引导农民树立卫生、环保意识。积极开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

文体活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使广大

农民群众远离陈规陋习和落后的乡风民俗、生活方式，进一步激

发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热情。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区政府成立美丽乡村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由区政府常务副区长任组长，分管农村工作的副区长任副组

长，区政府办，区委农工部，区发改局、财政局、农业局、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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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环保分局、林业局、水利局、国土分局、交通局、扶贫局、

教体局、文广局、卫生局、民政局、旅游局等单位负责人为成员，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农业局。各镇办也要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

切实加强衔接协调，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难点和问题，确保各

项任务有序推进。 

（二）明确任务分工。农业、财政部门要抓好组织协调，制

定年度工作计划，细化任务分工，明确工作职责。农业部门要统

筹安排农业产业融合、农民教育培训、面源污染治理等项目。财

政局要统筹一事一议项目，牵头整合部门项目资金。住建局要加

快县域村庄布局规划、镇村体系规划、村庄建设规划，分层次指

导规划编制工作，实施指导全区村庄规划建设，推进重点示范镇

建设，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工程；环保部门要继续实施农村环境连

片整治，抓好农村垃圾污水处理；卫生部门要认真总结，围绕美

丽乡村建设继续推进农村清洁工程；水利部门要提高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建设标准，加强水源地水质监测与保护；交通局要加强农

村公路建设，改善交通运输基础条件；民政部门要加快镇办敬老

院、农村幸福院、公益性公墓、社区服务中心建设；扶贫部门要

突出重点实施好陕南移民搬迁和新型社区建设，加大农业综合开

发力度;旅游局要抓好乡村旅游开发建设。其他各有关部门要各

司其职，密切协作，形成合力。 

（三）健全投入机制。完善财政投入、项目整合、招商引资、

社会帮扶、农民自筹的多元化投入机制。积极争取国家、省级项

目资金支持，加大区级财政配套资金。按照“一事一议”政策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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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发动农民筹资筹劳，鼓励引导社会力量、返乡能人积极参与。

区财政负责统筹“一事一议”项目，每年拿出一定资金对示范镇、

示范村创建进行奖补。住建、环保、交通、农业、林业、水利、

扶贫、教育、国土等部门要按照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内容，有效整

合捆绑项目资金，突出重点，加大投入，合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四）整合土地资源。国土分局要制定农村土地整治政策措

施，将农村闲置、低效利用的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鼓励结合农

村土地整治，开展可利用地开垦，引导村集体和农民参与土地整

治项目，统一纳入耕地占补平衡计划。实施村庄人居环境整治建

设项目，可优先享受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耕地占补平衡、高

标准农田建设和“空心村”治理等政策。 

（五）注重长效管护。坚持建设整治与管理维护并重，按照

“谁受益、谁管护”的原则，建立村庄道路、供排水、垃圾、河

道等设施的长效管理机制，探索建立市场化的专业管护队伍和区

镇财政补助、村集体补贴、住户适量付费相结合的管护经费保障

制度，做到制度、资金、人员“三落实”，确保垃圾污水处理等

设施正常运行，巩固村庄人居环境整治成效。加强基层管理，镇

村要将村镇规划建设、环境保护、河道管护等管理责任落实到人，

不断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调动农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 

（六）扎实开展创建。2015 年至 2020 年，要围绕美丽乡村

建设的“三宜五美”总要求，按照区上统筹安排、镇办为实施主

体的原则，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六大工程建设。区农业局、财政局

要牵头抓好美丽乡村创建活动标准制定、督查考核等工作。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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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各镇办要按照“兴产业、强基础、优环境、塑民风”的思路，

突出重点，坚持规划先行、项目捆绑、典型示范、持之以恒、扎

实推进，精心制定实施方案，明确工作思路、工作目标、重点任

务和保障措施，探索建立美丽乡村创建的政策与投入机制，扎实

有效的推进美丽乡村创建活动。 

 

附件：1.汉滨区美丽乡村创建镇、村名单 

2.汉滨区2015年美丽乡村创建示范镇、村建设项目计划表 

 

 

 

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政府 

                            2015 年 7 月 30 日 

 

 

 

 

 

 

抄送：区委各工作部门，区纪委办公室，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区政协办公室，区人武部。 

      区法院，区检察院。 

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 年 7 月 3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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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汉滨区美丽乡村创建示范镇名单汉滨区美丽乡村创建示范镇名单汉滨区美丽乡村创建示范镇名单汉滨区美丽乡村创建示范镇名单（（（（10101010 个个个个））））    

    

汉滨区美丽乡村创建示范村名单汉滨区美丽乡村创建示范村名单汉滨区美丽乡村创建示范村名单汉滨区美丽乡村创建示范村名单（（（（100100100100 个个个个））））    

    

五里镇 双龙镇 流水镇 瀛湖镇 县河镇 茨沟镇 吉河镇 大河镇 张滩镇 中原镇 

镇办 个数 示范村 

双龙镇 4 新华村 双龙村 龙泉湾村 杜坝村 

恒口镇 6 马鞍村 民主村 袁庄村 梁沟村 云峰村 长明村 

流水镇 6 愚公村 星火村 窑头村 学坊垭村 田心村 良田村  

县河镇 5 县河村 红升村 牛岭村 财梁村 红霞村  

瀛湖镇 5 清泉村 天柱山村 桥心村 郭家河村 集中村 

张滩镇 5 奠安村 余湾村 双井村 田湾村 徐庄村  

关家镇 2 许河村 小关村  

建民办 4 徐家沟村 忠诚村 红莲村 陈家山村  

江北办 3 李家嘴村 双泉村 青峰村  

关庙镇 5 小李村 吴台村 包湾村 皂树村 徐岭村  

吉河镇 4 高水村 前进村 吉河坝村 油房村  

五里镇 5 民兴村 龙头村 刘营村 周营村 三元宫村  

茨沟镇 3 老庄村 构家坝村 王莽村  

谭坝镇 2 松坝村 谭坝村  

坝河镇 2 斑竹园村 寺姑村  

大竹园镇 3 七堰村 正义村 马泥村 

新城办 4 大树岭村 东西沟村 九里村 屈家河村  

大河镇 5 关坝村 小河村 大河村 先锋村 兴红村  

大同镇 4 安龙村 光荣村 老湾村 鲁家村  

早阳镇 4 东湾村 早阳村 田庄村 火石垭村  

石梯镇 2 双村村 杨寇村  

晏坝镇 4 黑虎村 唐台村 新建村 田坝村  

洪山镇 4 石狮村 天池村 双柏村 永坪村  

牛蹄镇 2 朝天河村 凤凰村  

沈坝镇 2 沈坝村 桥头村  

紫荆镇 2 沙坝村 荆河村  

叶坪镇 1 叶坪村 

中原镇 2 联合村 卫星村  

合 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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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汉滨区市级美丽乡村创建镇、村名单    

示范镇 1 个 双龙镇 

示范村 15 个 

双龙镇新华村、双龙镇双龙村、双龙镇龙泉湾村、恒口镇马鞍村、流

水镇愚公村、流水镇星火村、流水镇窑头村、县河镇县河村、瀛湖镇

清泉村、瀛湖镇天柱山村、张滩镇奠安村、建民办徐家沟村、大河镇

先锋村、关家镇许河村、关庙镇小李村. 

   

附件 1-3  

汉滨区 2015 年美丽乡村创建示范镇、村名单    

示范镇 2 个 双龙镇、流水镇 

示范村 20 个 

双龙镇新华村、双龙镇双龙村、双龙镇龙泉湾村、流水镇窑头村、流

水镇田心村、流水镇星火村、县河镇县河村、县河镇红升村、恒口镇

马鞍村、瀛湖镇天柱山村、张滩镇奠安村、张滩镇双井村、建民办徐

家沟村、大河镇先锋村、关庙镇小李村  吉河镇吉河坝村、吉河镇油

房村、关庙镇包湾村、五里镇民兴村、茨沟镇老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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