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井镇
（原金井镇、双江镇合并，镇政府驻地为原金井镇政

府机关，总面积 220.1 平方公里，总人口 6.6 万人，辖 12
个村 2 个社区）

蒲塘村（蒲塘村、龙泉村合并）、观佳村（观佳村、拔
茅田村合并）、湘丰村（西山村、脱甲村、脱甲社区、东山
村东山片区 1-7 组合并）、新沙村（新沙村、东山村东山
片区 8-14 组及伏岭片区组合并）、石井村（石井村、山笔
村、石板村金花园片区合并）、龙华山村（龙华村、石板村
石板片区合并）、双江社区（罗代社区、双江村、赤马村合
并）、团山村（团山村、青山村合并）、农裕村（大桥村、农
裕村农裕片区合并）、金龙村（金龙村、白石洞移民安置
区合并）、金井社区（涧山村、金井社区合并）、惠农村（惠
农村、农裕村原唐家铺片区合并）、沙田村（沙田村、九溪
源村合并）、王梓园村

●开慧镇
（原开慧镇和白沙镇合并，镇政府驻地为原开慧镇

政府机关，总面积 123.82 平方公里，总人口 4.4 万人，辖
8 个村 2 个社区）

白沙村（白沙村、双冲村、曾家坊村合并）、锡福村
（锡福村、大花村、桃源村合并）、上华山村（上华村、窑上
村合并）、开慧村（开慧村、开明村合并）、葛家山村（葛家
山村、清泰桥村合并）、李家山社区（报母村、李家山社区
合并）、石燕村、飘峰山村、枫林市村、板仓社区

●黄兴镇
（原黄兴镇和干杉镇合并，镇政府驻地为原黄兴镇

政府机关，总面积 151.33 平方公里，总人口 8.2 万人，辖
14 个村 4 个社区）

敢胜村（太平村、荣河村合并）、车马村（新建村、车
马村合并）、大众村（大岭村、百祥村合并）、石弓湾社区
（石弓湾村、杉岭社区合并）、光达社区（光达村由村改社
区）、高塘村、金凤村、打卦岭村、黄兴新村、鹿芝岭村、沿
江山村、蓝田新村、仙人市村、接驾岭社区、干杉社区、斗
塘新村、万龙村、长安村

●安沙镇
（总面积 159.39 平方公里，总人口 5.3 万人 ，辖 11

个村 5 个社区）
龙华岭村（龙华新村、杨梓冲村合并）、谭坊村（谭坊

新村、白塔村合并）、鼎功桥村（鼎功桥村、文家塅村、花
桥村合并）、和平村（和平村、太兴村合并）、宋家桥村（宋
家桥村、双冲村合并）、黄桥村（黄桥村、泗州村合并）、五
龙山村、唐田新村、万家铺村、油铺村、新华村、安沙社
区、毛塘社区、梅塘社区、水塘垸社区、三合社区

●黄花镇
（总面积 141 平方公里，总人口 7.5 万人，辖 13 个村

4 个社区）
大兴村（大兴村、龙湖村合并）、黄花村（黄花村、长

丰村合并）、东塘村（东塘村、金塘村合并）、银龙村（银龙
村、新江村合并）、机场口社区（机场口社区、大路村合
并）、黄龙新村、华湘村、合心村、高岸村、谷塘村、鱼塘
村、梁坪村、回龙村、崩坎村、黄花路社区、黄谷路社区、
龙塘社区

●路口镇
（总面积 89 平方公里，总人口 2.9 万人，辖 5 个村 2

个社区）
明月村（明月村、万年桥村合并）、上杉市村（长春

村、上杉市村原老上杉市部分合并）、路口社区（路口村、
路口社区合并）、龙泉社区（上杉市村原汀家部分、麻林
社区合并）、麻林村、荆华村、花桥湾村

●果园镇
（总面积 71.81 平方公里，总人口 2.6 万人，辖 4 个

村 3 个社区）
浔龙河村（双河村、红花村合并）、古井社区（古楼新

村、月形山社区合并）、田汉社区（田汉村、大河社区合
并）、金江新村、花果村、新明村、杨泗庙社区

●福临镇
（总面积 82.26 平方公里，总人口 3 万人，辖 6 个村

1 个社区）
双起村（泉源村、双起桥村合并）、金牛村（石牯牛

村、金坑桥村合并）、影珠山村（开物村、西冲村、影珠山
村合并）、古华山村、孙家桥村、同心村、福临铺社区

●青山铺镇
（总面积 47.58 平方公里，总人口 2 万人，辖 4 个村

1 个社区）
广福村（广福村、黄鹄村合并）、洪河村（洪河村、梅

数村合并）、青山铺社区（青山村、青山铺社区合并）、赛
头村、天华村

●高桥镇
（总面积 111.54 平方公里，总人口 3 万人，辖 5 个村

1 个社区）
范林村（范林村、桐仁桥村合并）、维汉村（维汉村、

凤山村合并）、金桥村（金桥村、双龙村合并）、高桥锦绣
社区（高桥村、合兴桥村、荷塘社区合并）、白石源村、百
录村

●江背镇
（总面积 172.53 平方公里，总人口 5.9 万人，辖 9 个

村 4 个社区）
江背社区（乌川湖村、江背社区合并）、印山村（印山

村、楠木村合并）、梅花社区（梅花社区、古井村合并）、金
洲村、福田村、五美社区、朱家桥社区、肖排村、阳雀新
村、五福村、湘阴港村、砖田新村、特立村

●春华镇
（总面积 132 平方公里，总人口 4.5 万人，辖 8 个村

1 个社区）
九木村（九木村、九田村合并）、百熙村（松元村、洞

田村合并）、武塘村（武塘村、官塘村合并）、金鼎山社区
（金鼎山村、春华山社区合并）、大鱼塘村、龙王庙村、春
华山村、花园新村、石塘铺村

●北山镇
（总面积 144.77 平方公里，总人口 5.7 万人，辖 8 个

村 3 个社区）
北山村（北山村、金星村合并）、蒿塘社区（蒿塘社

区、官桥村合并）、福安村（五福村、福安村合并）、新云
村（新云村、西湖村合并）、福高村（福田村、福高村合
并）、牌楼村（牌楼村、青田村合并）、明月山村（明月
村、狮山村合并）、新桥社区（新桥社区、新桥村、高仓

村合并）、石常村（常乐村、王公桥村合并）、荣合桥社
区、新中村

●朗
木梨街道
（总面积 34.8 平方公里，总人口 3.3 万人，辖 4 个村

5 个社区）
檀木桥社区（三合村、檀木桥社区合并）、陶公庙社

区、保家村、龙华村、土岭社区、金托村、花园村、大园社
区、高峰社区

●星沙街道
（总面积 25.34 平方公里，总人口 4.35 万人 ，辖 17

个社区）
开元路社区、金茂路社区、凉塘路社区、灰埠社区、

松雅社区、星城社区、碧桂园社区、牛角冲社区、杉仙
岭社区、黄金塘社区、杨梅冲社区、封刀岭社区、望仙
桥社区、大西冲社区、广生塘社区、金牛湾社区、金甲
坪社区

●泉塘街道
（总面积 20.84 平方公里，总人口 2.51 万人 ，辖 12

个社区）
板桥社区、泉塘社区、星港社区、阳高社区、梨江社

区、泉星社区、小塘路社区、丁家岭社区、长桥社区、向星
社区、景星社区、泉盛社区

●湘龙街道
（总面积 22.63 平方公里，总人口 2.33 万人 ，辖 12

个社区）
水渡坪社区、潇湘路社区、中南社区、湘瑞社区、湘

景社区、湘绣社区、湘郡社区、湘滨社区、湘润社区、高沙
社区、土桥社区、石子社区

●长龙街道
（总面积 29 平方公里，总人口 0.98 万人，辖 3 个村

2 个社区）
龙井社区、龙湘社区、茶塘村、长龙村、湘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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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县乡镇区划调整改革结果公示
长沙县深入贯彻省委、 省政府关于乡镇区

划调整改革工作的决策，根据市委、市政府的部
署安排，扎实稳妥推进乡镇区划调整改革工作。

第一阶段合并乡镇工作于 2015 年 10 月
份启动，从加快推进功能分区发展、推进产业建
设，重点支持中心镇、特色镇发展的考虑出发，

将金井镇和双江镇合并为金井镇， 开慧镇和白
沙镇合并为开慧镇， 黄兴镇和干杉镇合并为黄
兴镇，并于 2015 年 11 月 30 日授牌。

第二阶段合并建制村工作于今年 2 月中旬
正式启动，以“强村、富民”为目的，按照“强村带
弱村、大村带小村、富村带穷村”、“重点合并党

组织软弱涣散村、信访维稳问题突出村、集体经
济薄弱村和空壳村”等思路和原则，遵循“两增
加两不减少”的指导性意见（增加村级基础设施
建设投入，增加老百姓的获得感；村级运转经费
不减少，村级公共服务设施不减少），在经过调
查研究、 充分论证、 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

上， 最终确定合并村的正式方案， 方案共涉及
142 个村（社区），共计减少 76 个村。

此次乡镇区划调整改革前，长沙县有 21 个
乡镇（街道）、268 个村（社区），区划调整改革
后，有 18 个乡镇（街道）、195 个村（社区）。具体
调整结果如下：

长沙县行政村合并工作结合各村优势，释放区域潜力，为浔龙河项目等带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天地。 图为
近日在长沙县果园镇浔龙河生态小镇启动农村创客天地活动。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长沙县民政局提供)

乡镇区划调整改革后的长沙县拥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将为百姓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 章帝 摄

长沙县民政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