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13 日， 花都区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局、 赤坭镇人民政

府主办的 2019“大美赤坭·绿色

发展” ———春耕节 （开耕） 就

在蓝田新村九曲河畔油菜花基

地开幕。

说起春耕节， 蓝田村村支

书黄志灵还一脸兴奋。 黄志灵

说， 活动当天举办了“龙狮祈

福” “走马观花” 和农村农资

在线交易、 春耕场景展示、 特

色旅游景点推介等多种主题活

动。 这次活动之所以选在蓝田

村， 是因为村庄被巴江九曲河

围绕， 田园风光美丽如画； 而

花都区、 赤坭镇希望借助这次

活动打造花都全域旅游重要目

的地， 为“打造绿色人居、 发

展绿色经济、 加速绿色崛起”

新赤坭提供旅游产业支撑。

黄志灵介绍说， 根据规划，

蓝田村将利用自然资源丰富、

生态环境优美的优势， 有效整

合自然风光、 土地资源、 农村

劳动力等要素， 发展生态农业、

休闲农业、 观光农业及相关产

业， 将蓝田村建成村民富裕、

环境优美的“四季花乡” 和

“九曲湿地”， 打造成集高效生

态农业、 苗木种植展示、 生态

观光度假、 都市休闲养生于一

体的多元化的现代农业结合体，

促进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记

者走访发现， 其大型生态公

园———花都志惠农场已基本建

成， 该生态公园结合原有的自

然风光， 规划种植各类迷人的

花海， 建设拓展训练场、 农耕

体验园、 佤族文化部落、 农家

动物园、 恐龙谷、 丛林野战、

大雁湖湿地公园等配套娱乐设

施。

港头村 打造岭南广府原乡精品名村

花东镇港头村原名“港洲村”，是一

条百年古村，历史可追溯到 1351 年。 港

头村村支部书记曾志光告诉记者， 他们

村目前保留完好的明、 清时期的古建筑

共有 166 栋， 面积达 4 万多平方米，有

“东隅港头”的美称。 2008 年被花都区文

物局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2014 年又被评

为中国传统村落。

曾志光说， 他们已经引进有实力的

公司，对 166 栋古建筑进行改造，将其打

造为集吃、住、玩于一体的乡村民宿。 据

介绍， 该村已动员 40 多户进行了搬迁，

而包括乡村道路改造、 污水处理等在内

的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已基本

完成，整个古建筑的改造不限于民宿，还

有像把祠堂打造为展览馆、 博物馆也在

紧锣密鼓进行中，最快的项目今年 10 月

份即可推出。

港头村将以乡村振兴为目标指引，

乡村休闲度假为主题，以岭南建筑、书香

文化及曾子文化等为内涵， 依托港头村

“三水朝北，四水归源”的原乡水塘风光

特质， 打造具有乡村文化休闲特色的宜

居宜业宜游的岭南广府原乡精品名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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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都举全区之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今年再创建8条市级“美丽乡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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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清古建筑群改造为民宿，

打造具有乡村文化休闲特色的宜

居宜业宜游的岭南广府原乡精品

名村； 激励村民奋力发展乡村经

济，“偏远村”“空心村”和“后进村”

转变为国家级3A旅游景区……4月

16日，广州市委乡村振兴办组织媒

体记者到花都区花东镇、花山镇和

梯面镇的多个村采访，记者实地走

访发现， 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

来，这些乡村的内在活力被激发。

花都区以“产业振兴、人才振

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

兴”为抓手，举全区之力推动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截至2018年12月

31日， 全区188条行政村全部基本

完成“三清理、三拆除、三整治”，达

到“干净整洁村”标准134条村，达

到“美丽宜居村”标准78条村。2018

年共创建8条市级、14条区级美丽

乡村， 并计划于2019年完成8条市

级、15条区级美丽乡村创建工作。

洛场村 打造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洛场村位于花山镇东部，有 15 个经

济社、9 个自然村，是著名的侨乡。

说起洛场村，不得不提到花山小镇。

花山小镇涉及洛场村 1、2、3、8、9 经济社

和铜鼓坑西岸部分用地， 有 38 栋碉楼、

685 栋青

（泥 ）

砖房、3 处祠堂、4 处古树。

花山小镇总经理郑国明介绍，2013 年，花

山镇及洛场村委引进社会力量，开发“花

山小镇”文化创意园项目，在对旧碉楼修

复和保护的基础上， 对华侨碉楼以及旧

房屋进行适度的文化创意开发。 目前，开

发了 7 座碉楼和 19 间旧房屋，已进驻项

目 21 个，包括陶艺馆、创意设计、餐厅、

微电影工作室等。 2017 年 11 月，花山小

镇在中国（

国际

） 休闲发展论坛活动获

“2017 年度中国十大品质休闲基地”称

号。 花山小镇让整个洛场村生机勃发。

洛场村已被列入广州市 30 个特色

小镇、广州市 30 个旅游文化特色村创建

名单， 广州市微改造乡村示范项目也确

定在此。

洛场村争取通过三年的努力， 逐步

建设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新农

村，打造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红山村“后进村”变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红山村地处梯面镇中北部， 有 6 个

自然村和 9 个经济社。 红山村结合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利时机，逐渐从“偏

远村”“空心村”和“后进村”转变为国家

级 3A 旅游景区、全国文明村和全国民主

法治示范村。

红山村位于王子山森林公园下，是

难得的“世外桃源”，加之盘古王遗迹、洪

圣古庙遗迹、客家文化、浅谷绿道等人文

风情众多。同时，106 国道跨村而过，乐广

高速近在咫尺，至白云机场不过 15 分钟

车程，具有发展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

田园社区为一体的田园生态综合体的良

好基础，乡村新型产业发展前景巨大。

梯面镇党委政府推动“一统三治”乡

村振兴的做法在红山村逐步展开。 据介

绍，“一统三治”模式的核心理念是，按照

“抓党建、促发展”的思路，立足基层党建

统领，自治、德治和法治协同，以提升组

织力为重点， 将基层党组织打造为乡村

振兴的核心团队， 从而激活基层党建的

组织优势， 统筹村民议事厅、 群众评议

团、法律顾问会等机制，激发村庄内生的

发展动力，激励村民协同发展乡村经济。

“一统三治”成效良好。 红山村 2014

年被评为“广东省卫生村”、2015 年被评

为“全国文明村”和“全国民主法制示范

村”，2018 年 4 月入选“粤治-治理能力现

代化”2017-2018 年广东优秀案例，2013

年成功创建为国家级 3A 旅游景区。

蓝田村

建成“四季花乡”

和“九曲湿地”

花东镇港头村古建筑群，面积达

4

万多平方米。

花山镇洛场村花山小镇。

赤坭镇蓝田村油菜花田。

梯面镇红山村田野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