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金井流金，卿云缦兮。 金碧辉煌，
寺庵灿兮。 名小长沙，形胜山川超绝；
称大金井，风流人物卓然。 绵延如缕，
钟鼓诗书杰士；络绎如途，平浏赣鄂人
烟。 ”伴随着一曲《金井赋》，记者来到
长沙县北部的金井镇， 探访 “世外长
沙”的奥妙。

长沙县金井镇位于平江、浏阳、汨
罗、长沙县四县（市）交界处，面积 144
平方公里，素有“小长沙”美称。 该镇惠
农村是省委副书记、 省长徐守盛同志
的联系点。 根据“十二五”规划，金井镇
将以打造“省会北部卫星城、现代农业
核心区、城乡统筹样板镇”为目标，突
出产业发展、镇村建设、环境治理、民
生保障、文化建设等方面，着力加快城
乡统筹发展。

农业产业显声誉
相传明洪武年间， 有孙某迁徙至

长沙，挖地数尺，有一石板，揭开只见
水底浮出一对金鸭，金光闪闪，倏忽金
鸭不见。 不久却于该处发现一丛茶树，
将其移植后发现原长茶处有一泉眼，
深挖如注。 遂修成一口水井，供村人饮
用。 井水泡茶，略成金色，茶尤清香，金
井镇由此得名。

金井，因井而得名，因茶而扬名 。
现在的金井不仅是湖南省茶叶专业乡
镇，而且还拥有湖南省“两型”农业发
展示范镇等荣誉称号。 党委书记余仲
双告诉记者， 以 “金茶”、“金米”、“金
菜”、“金薯”、“金铸”、“金革”六金品牌
为代表的产业结构体系已经形成，其
中“四金”都是农业品牌，并拥有 3 个
中国驰名商标， 全镇农产品加工龙头
企业呈集群态势。 目前，全镇拥有茶园
面积 3.5 万亩， 水稻面积 7.2 万亩，蔬
菜种植 1.5 万亩，特种红薯、小水果等
特色种植 1.2 万亩，现代农业产业发展
势头强劲。

世外长沙焕新颜
2009 年以来， 金井镇紧紧抓住城

乡一体化示范、 人民满意集镇建设的
机遇， 投入 4500 万元全面实施集镇
“硬化、绿化、亮化、序化、美化”五大提
质改造工程，逐步形成“现代、简朴、素
雅”的金井风格。

如今，金井集镇已初具规模，建成
区面积达 2.86 平方公里， 集镇人口 1.2
万人，新建污水处理厂、文化服务中心、
11 万伏变电站。 集镇内水、电、路、通讯
设施完善，学校、医院、银行、商业网点、
大型市场、餐馆、娱乐场所、公园等配套
设施齐全， 各类品牌形象店不断入驻。
另外，脱甲集镇、观佳集镇也在逐年发
展，推动了全镇的城镇化进程。

此外， 金井还通过以镇带村加快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以金龙村、惠农
村为试点， 推进了村落改造及引导农
民房屋集中新建， 村民居住环境日臻
完善优化， 新农村的秀美风光逐步向
世人展现。 近年来，金井镇陆续获批国
家级绿色重点示范镇、湖南省“百城千
镇万村”新农村建设工程省级示范镇、
长沙市城乡一体化示范镇。

生态茶廊风光美
“山含情，水含笑 ，过往人 ，

拇指翘。 ”金井镇金龙村村民罗
亮波用一首民谣描述如今的家
乡。 在金井，人们不仅可以领略
优美的自然风光，还能品味内涵
深厚人文景观。 有“霞飞湖面，一
碧玲珑若琛”的金井湖 ；有令人
神往、 声名远播的金井古井；有
设施完善、功能齐全的凤形山文

化公园，还有香火鼎盛、久负盛名的宗
教庙宇九溪寺。

长沙县金井镇大力开展农村环境
卫生整治行动， 注重环境治理与生态
涵养，启动现代农庄、生态体验游的项
目建设，将连绵万亩的茶园、烟波浩渺
的金井湖、寓教于乐的标本展览馆、生
机勃勃的现代农业基地纳入 “室外长
沙、绿茶天堂”的乡村生态休闲体验游
线路中， 使得城市居民能在美如画的
金井乡村感受民俗、 回归自然， 享受
“日出山头，百里茶廊如染”的乐趣。

金井漫话美名扬
为构筑完善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

网络，金井舍得花钱，也敢于花钱。 以
凤形山为中心，因地制宜，新建农民文
化公园、文化活动中心、文化广场和湖
南省首个乡村室内数字电影院， 成为
“文化金井”的核心地带。 此外，金井还
在全镇范围内建设了篮球场、 青少年
活动中心、老年活动中心以及 12 个农
家书屋，构建了坚实的文化发展基础。

除了建设完备的硬件设施， 金井
还率先开展“文化集市”活动。 每月定
期举办棋友会、墨友会、红歌赛、舞龙
舞狮、广场舞展演、球类比赛、农民运
动会、 文艺大汇演等一系列丰富多彩
的群众性文体活动， 极大丰富了农民
群众的业余生活，繁荣了农村文化。 如
今，农家书屋书香氛围浓厚，乡村数字
影院人潮涌动， 电教培训室成农技培
训阵地， 一座文化新城在金井拔地而
起。

“金井流金，春正浓兮。 县北强镇，
时正逢兮。 ”今天的金井正一步步将城
乡统筹发展的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谈
到未来， 镇长李舜信心满满，“让群众
实实在在地感到金井发展的好处，真
真正正地得到城乡统筹发展的实惠，
激发大家的参与热情，共同建设幸福、
和谐的美好家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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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2011年过去了，2012年已来到我们面前。 本栏目在新年的头一期里，特别推介湘阴县白泥湖乡和长沙县金井镇，还

将这两个乡镇所辖的楠竹山村和惠农村分别推介。 两个村都是全省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
分别展示这两个乡镇和两个强村的风采，旨在让全省的镇（乡）、村相互交流、借鉴和学习。 以后，本栏目还将拿出部

分版面展示和宣传部分优秀的、独具特色和亮点的经济强镇，我们热望得到全省各地镇（乡）村的关注和参与。
我们的时代，多么需要把颂歌唱遍祖国，唱遍三湘四水，以振奋人们的精神，切切实实的为四化做出贡献。 我们期

待，随着新农村建设高潮的到来，本栏目将有更多清新芬芳、鼓舞人心的优秀“颂歌”涌现出来。
在龙年的春节即将到来之际，本栏目祝全省所有的镇（乡）、村在新的一年里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

民安居乐业；祝广大干部群众新春愉快、阖家欢乐、幸福安康！
龙年我们在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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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白泥湖乡地处湘江尾闾，紧邻湘阴
县城，南接长沙市 45 公里，北距屈原区
15 公里，水陆交通便利，属湖区与山区
地貌特征相结合的农业大乡，面积 37.4
平方公里，辖 14 个行政村，136 个村民
小组，4147 户农户，16611 人，耕地面积
16919 亩 ， 山丘面积 12100 亩 ， 水面
7000 亩。

白泥湖乡楠竹山村是湖南省委书
记周强的联系点。在周强书记的现场指
导下，湘阴县委、县政府和白泥湖乡党
委、政府围绕“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
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
求，组织干部群众兢兢业业、扎实努力
推进新农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培育做大产业
发展规模经济
乡长焦洪桥告诉

我们：“按照‘依法、自
愿 、有偿 ’的原则 ，乡

党委、政府集中精力，组织干群认真做
好土地流转工作， 努力打造上规模、有
特色、高效益的种养农业板块”。重点建
设唐阳套、哑港、马头山农业部万亩优
质稻示范片和楠竹山标准化藠头示范
基地。 在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同时，
引进投资 860 万元， 参与 4000 亩大湖
综合开发；发展了投资 680 万元的至友
米业、投资 320 万元的大冲食品有限公
司，菲菲毛巾集团毛巾坯生产分厂在该
乡落户，每年为地方创收 150 万元。 围
绕“绿色、生态、高效”主题，充分利用资
源优势，发展垂钓和农家乐、休闲观光
农业。 全乡还大力发展生猪养殖，仅楠
竹、杨家山村发展生猪养殖大户
48 户，出栏生猪 1.1 万头。

二、基础设施建设
重点突出加强

乡党委书记柳艳秋说：“乡
党委、政府始终把新农村建设摆
在工作的重中之重，从改善人民
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入手，重点
抓好水、电、路三件实事，新农村
建设水平有了明显提升”。 通过
多种途径，筹措 400 多万元对许
家台、杨家山、朝阳三大机埠进
行改造和重建，确保了排渍抗旱

功能的充分发挥。 投资 360 多万元，硬
化乡村公路 20 多公里 ，90%的村通上
了水泥路。 新修排水渠道 1800 米。 同
时，白泥湖乡积极响应“清洁家园、绿化
家园、幸福家园”创建活动的号召，以楠
竹山村为样板，在湘杨路沿线各村和杨
家山农民街进行“清垃圾、清污泥、清路
障、改水、改灶、改厕、改路”的“三清四
改”活动。 今年 2 月，“环洞庭湖综合治
理”项目在该乡全面铺开，该项目涉及
11 个村，伴随项目完成，我乡水利基础
设施将提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三、发展社会事业
促进社会和谐

白泥湖乡围绕“保类升位”的计生
工作目标，不断强化“四包一”责任人的
责任，加大“四大手术”和社会抚养费征
收力度，生育秩序进一步改善。 积极发
展发展教育事业，全面落实教育“两免
一补”政策，严格执行教育收费“一费
制”， 圆满完成了马头山小学的撤并工
作，改善了全乡中小学办学条件。 同时
加大了学校周边环境的整治力度。加强
了幼儿园接送车辆的安全检查。全乡大
力发展卫生文化事业，重点改造了一所
乡中心卫生院，6 所村级卫生室， 被授
予“省示范性卫生室”，逐步完善公共卫
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2010 年，新农
合参合农民达 14000 人 ， 参合率达
95%，有效地解决了人民群众看病贵看
病难的问题。

乡党委书记 柳艳秋

乡长 焦洪桥

满塘荷园

美丽和谐楠竹山
———湘阴县白泥湖乡楠竹山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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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岳阳市委书记黄兰香（左二）在楠竹山村调研，湘阴县
委书记田自力（右二）陪同，左一为陈友庚 叶旭峰摄

村党总支书记 陈友庚

楠竹山村景色

茶香土地上的跨越之旅
———长沙县金井镇城乡统筹发展侧记

郭学用 甘甜

金井茶园 李峰摄

现代化的金井集镇

具有幸福感的金井人

腾飞的惠农
———长沙县金井镇惠农村巡礼

� � � � 2011 年 3 月 18 日这一天，对金井
镇惠农村来说，是一个甜蜜的日子。 惠
农人以自己的势力， 以独有的特色和
魅力， 也凭借无比的幸运被徐守盛省
长确定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联系
点”。 顿时，惠农村沸腾了，每个惠农人
脸上都挂着幸福、快乐、灿烂的笑容。

惠农村位于长沙县城乡一体化试
点镇———金井镇，毗邻省道 S207，金井
线、上桃线、福南线纵横全村。 全村总
面积 9.84 平方公里， 耕地 2075 亩，山
林 7760 亩，24 个自然组，852 户、3056
人、党员 98 人。 2010 年以前，惠农村的
江龙蔬菜专业合作社便成为农业部的
合作示范点，是全省先进合作社。 全村
通村组道路 50%硬化， 惠龙食品有限
公司，长沙县汇龙蔬菜专业合作社、明
旺水稻专业合作社、 藠头加工厂等企
业欣欣向荣，生意红火。2010 年注册的
美村环保服务有限公司是我省第一个
农民自己组织成立的垃圾处理服务公
司……经过多年的探索经营， 惠农村
基本形成了山上有油茶水果， 村内有
企业加工，厂内有农民上班，垃圾有公
司处理， 市场有产品出口的良好发展
格局。 2010 年，村人均纯收入达 8600

元。
走进惠农村， 展现在我

们眼前的是一幅村庄秀美、
村民富裕 、 民风淳朴的画
面。 村支书陈金禄和村主任
余灿向记者介绍说 ： “2011
年正值 ‘十二五 ’开局的头
一年，惠农村在各级各部门
的指导支持下，抓住建设省
长联系点和人民满意村两
大契机，力争在三年内将惠
农建设成为现代农业村、小
康示范村、 生态文明村、观
光旅游村、和谐宜居村。 ”陈
支书和余主任边说边带记
者来到今年新建的一处农
户安居工程前，记者大概数
了数有 10 缝连成排。 今年，
结合新农村建设的具体要
求，支村两委根据规划对新
建房屋进行了统一的规划，
极具古朴风格的灰瓦白墙
漆，统一的庭院设计，不仅有
效解决了困难村民的住房
问题，更提升了村民的生活

品质，受到了老百姓的一致好评。 再往
前走，四个高标准的农业基地【优质稻
（1000 亩）、蔬菜（1000 亩）、油茶（2000
亩）、水果（500 亩）】借助国土整理的春
风，已初具雏形。 新建分类的垃圾回购
场，发放环保垃圾桶 852 只，实现每家
每户一个分类垃圾桶， 集中居住点垃
圾地 50 个，全村实现垃圾由公司定期
收集处理，同时成立了环保学校，已新
建农户生活污水净化池 715 只， 沼气
池 160 只，畜禽治理 977
平方。 金惠路两旁实现
绿化 ，2011 年度人均植
树达 6 棵， 人工湖已进
行美化， 已成为省级生
态村……

陈书记对我们说 ，
产业兴村是惠农村工作
的重中之重。 接下来，支
村两委将扶持做大做强
长沙县汇龙蔬菜专业合
作社和长沙惠龙食品有
限公司， 使两家经营主
体健康可持续发展 ，保
证成为惠农村村民增收
的核心支柱。 同时改造

已有加工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扩建产
品加工基地，开发新产品（如腐乳、藠
头、坛子菜、饼干、食用菌等），新建一
个米酒厂，重点打造几个拳头产品，常
年保障就业在 1000 人以上，实现农民
变工人，企业实现产值 1 个亿以上。 培
育休闲观光、发展旅游产业，打造四季
田园观赏区、乡村垂钓休闲区、传统农
业体验区、水域生态景观区、特色农产
品 供 应 区 ， 并 建 1 个 星 级 中 心 农
庄———惠农村庄和为农家为主题的多
个农家乐， 实现旅客在惠农有看、有
吃 、有喝、有玩、有买 、有住 ，保证 500
人/天的旅游接待能力，实现旅游产业
年收入过千万元。

同时， 针对惠农村的公共服务和
社会管理，支村两委也有新的想法：环
保、劳务、低保、医保、电费网费缴纳等
工作均要按社区物业管理的形式运
作，使村民享受城市生活。 新建村民之
家，包括村卫生院、农家书屋、幼儿园、
敬老院、村民学校、文化广场、农资供
应专店、土特产品供应店等等，将让村
民享受社区居民的一站式服务待遇。

惠农村面前的工作还有很多很
多，陈金禄支书、余灿主任表示，惠农
村将按照中央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
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
二十字新农村建设总方针为指导思
想，在上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各
级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 充分调动全
村村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 力争到
2012 年，村民人均年收入在 2010 年基
础上翻一番，达到 1.8 万元，老百姓的
生活再上一个新台阶！

惠农小学

村委会主任 余灿

村党支部书记 陈金禄

本刊记者 郭学用 周 旋 刘 洋

� � � � 2011 年 2 月 1 日(农历庚寅年腊月
二十九日），对于楠竹山村来说，是不同
寻常的一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 任 周 强 轻 车 从 简 来 到 他 的 联 系
点———湘阴县白泥湖乡楠竹山村，亲切
慰问乡亲们， 并与老百姓共进午餐，同
村民一起过年。

楠竹山村位于湘江与南洞庭湖交
汇处东岸，距长沙 59 公里、县城 15 公
里 ， 村域总面积 8200 亩 ， 耕地面积
5226 亩， 水面 680 亩， 有 23 个村民小
组，498 户，1845 人，党员 88 人，是全省
第一批省级新农村建设授牌村，同时也
是省级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国家文明村
镇、全国民主法制示范村。 2011 年，楠
竹山村工农业总产值 1.75 亿元， 村集
体经济总收入 60 万元， 农民人均收入
达 11600 元。 记者来到楠竹山，展现在
面前的是一个“村中有景、环境优美、生
态协调、田园风光、文明和谐”的乡村游

览胜地。

带头人———陈友庚
楠竹山村发生的

巨大变化， 离不开村
民们口中的 “友嗲”，
他就是村党总支书
记、 有农艺师职称的
陈友庚。村民们说，自
陈友庚作为带头人的
29 年来，他从未在村
上报销任何费用，也
未领工资。 他立党为
公，无私奉献，为村民
排忧解难， 拿钱给困

难群众治病、助学、帮扶五保
户。

陈友庚是 2005 年的全国
劳动模范、 全国乡镇企业家、
湖南省乡镇企业家，他既是村
里经济组织的负责人，又是村
支两委的一把手。 为改变村
里落后面貌，他自筹资金带头
办起全村第一个作坊式藠头
加工厂， 带头进行技术创新，
极大程度上解决了剩余劳动
力就业难和藠头加工难的问
题。 近年，为顺应市场发展的
需要，陈友庚又多方争取资金
30 万元， 成立楠竹山村食品
厂，聘请食品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同时
加强企业自生管理，现已成为全省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带领一方百姓致富。

富民强村之路
通过整合“政治管理、经济管理和

社会管理”形成“三位一体”是楠竹山村
在发展过程中探索出的全新社会管理
模式。 楠竹山村以华鑫食品加工公司为
龙头，整合村内分散的经济实体，成立
了湖南楠竹山村华鑫农副产品开发总
公司，下设劳务、食品加工、物流、建筑、
至友米业、种植业、养殖业和综合服务
等八个专业分公司。 在运行方式上，实
行村支“两委”领导，企业化管理服务。
产业发展方面，由专业分公司具体承担
全村产业规划、经营和管理责任。 一方
面初级农产品产出，由种植业公司和生
猪养殖业公司负责， 整合全村种养资
源，实行统一提供种苗、统一病虫防疫、
统一销售渠道、统一收购价格的“四统

一”经营管理模式。 公司与农户共建藠
头、大棚蔬菜、优质稻生产基地 3000 亩，
建立生猪健康养殖小区 5 个，全村发展
年出栏生猪 200 头以上的大户 120 多
户、2000 头以上的 11 户， 年出栏生猪 4
万多头。 发展大棚蔬菜 1000 亩，扶植种
植户 100 户。 另一方面产品的深加工和
销售， 由食品加工公司和至友米业公
司，整合分散经营生产的农户 ，按“公
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实行订单生产，
与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其产品销售由
物流公司负责，实行“农超对接”，拓宽
了销售渠道，去年，全村实现农产品加
工产值 6000 多万，创利税近千万元，村
民年收入的 40%来源于农产品加工业。
另外产业发展由专业分公司负责，以市

场为导向，创新经营模式，保障产业有
序运营、促进村民收入稳定增长。

特色旅游名村
楠竹山村在上级部门的领导和帮

助下，按照“科学规划、统筹安排、实效
指挥”的工作思路，认真落实省委书记
周强关于“楠竹山村要发展休闲、观光
农业”的重要指示，紧扣“乡土风情、乡
村风格、生态风貌”主题，全力推进旅游
示范村建设，努力打造“环境整洁优美、
基础设施齐全、公共服务配套、思想道
德良好、人与自然和谐”为主题的社会
主义新农村，充分利用生态高效农业及
新农村建设成果等资源，把休闲、观光
农业作为一大支柱产业引领发展，打造
“楠竹山村观光蔬菜基地”、“农民街美
食一条街”、范家坝垂钓中心”、“楠竹山
生态养殖基地”等特色项目，使得休闲
观光旅游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做到春闻
“百鸟齐鸣”；夏看“平沙落雁”；秋赏“洞
庭秋月”；冬观“江天暮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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