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河西农产品物流园已完成一期工程建设。

（本版图片均由宁乡县双江口镇镇政府提供）

双江口镇稻花香里农耕文化园丰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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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江口：演绎精彩纷呈美丽篇章

张福芳 刘海洋

沙河、沩江款款而来，在交汇处拥
抱宁乡县双江口，双江口镇因此得名。

千百年来， 两条江见证着双江口
的繁荣、发展与崛起。 追随双江口“十
二五”期间发展的足迹，美丽的篇章徐
徐铺展：

一幢幢整齐靓丽的房屋、 一块块
规范标准的农田、 一个个功能齐备的
广场，让“美丽新村”在这里落地生根；

一条条笔挺宽广的道路、 一个个
热火朝天的项目、 一处处大放异彩的
景观，让这块土地名声大噪；

不断攀升的 GDP、不断靠前的排
名、 不断发展的步伐， 让这里后劲十
足；

“农家乐”主人的忙碌、村头百姓
的笑脸、鼓起来的“腰包”……让这里
的幸福指数不断飙升。

如果说， 这片沃土上的先民开启
了号称“小上海”的繁华传奇；那么，当
代双江口人则吹响了“商贸物流活镇、
现代农业兴镇、 休闲旅游强镇” 的号
角，对建设文明、秀美、充满活力的两
型示范新镇进行了生动实践。

这一场实践， 让 “重振百年小上
海，建设美丽新双江”落了地；这一场
实践，精彩纷呈，利国利民。

深冬时节， 让我们去双江口探访
“美丽”的奥秘。

宁乡县委书记周辉（右二）在双江口镇党委书记胡君安（右三）陪同下，调
研长沙大河西农产品物流园项目。

大交通 促进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大项目 助力经济发展转型升级

基础设施完善了，如何促进经济的发展？
一直以来，双江口镇作为传统的农业大

镇，发展步伐比较单一，发展潜力有待提升。
经过调研、摸底，双江口镇的优势被一一挖
掘出来：

双江口地处于湘中东北部、湖南“五区
一廊”金三角地带，是长沙通往湘中、湘北之
要冲，半小时车程可到长沙市城区，一个小
时车程可达“3+5”城市群的任何一个城市，
2014 年，更被纳入长沙市 2020 年城市总体
规划和湘江新区规划范围；

双江口是传统的农业大镇，农业发达，
物产丰富，生猪、家禽、粮食、蔬菜、茶

叶多项指标位居全国、省、市
前列。 朱良桥五星级水

果公园，双江口 10 万
亩标准化农田，长
沙（国家级）现代
农业示范区的核
心示范镇……

可如何把
优势转化为生
产力？

双江口镇党委、 政府高瞻远瞩地提出
了“因地制宜引进大项目助力经济发展转
型升级”。

大河西农产品物流园、赤龙岛湖泊水果
庄园、沃尔德生态工业园、优卓乳业生态产
业园、“稻花香里”农耕文化园等一批批项目
被引进，建设、投产、运营。

在双江口镇大河西农产品物流园的南
方畜禽交易中心，我们看到了如火如荼的施
工场景：十几台推土机轰鸣作业，几十辆大
卡车穿梭不止，不一会，一块块小山丘就被
夷为了平地。

“长沙大河西农产品物流园是我们成功
引进的目前最大的一个项目，该项目总投资
40 亿元、占地 3000 亩，计划发展畜禽、水
果、水产等 10 个专业市场集群，有望解决河
西 150 万人口对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所
需。 ”胡君安介绍道。

“目前我们已建成蔬菜交易市场 439
亩，1000 多个商铺已全面完成招商，即将火
爆开业。在建的 856 亩为南方畜禽交易中心
以及配套的垃圾处理厂、污水处理厂，预计
年底将建成投产，届时畜牧类交易量将达到

1500 万头； 活禽类年交易量将达到 3 亿
羽。 ”随行的大河西农产品物流园董事长叶
峰指着繁忙的工地告诉我们。

而在另一个项目工地———优卓乳业
生态产业园， 我们看到新建成的牛舍里
500 头原种荷斯坦和娟姗奶牛正在悠闲
地吃着鲜草，青贮窖、挤奶厅、观光厅、生
态循环系统、生活配套用房等建设已经全
部建成。

“下一步，我们还将建设高端优质鲜奶
加工厂和奶文化、农耕文化休闲体验主题农
庄这两个主体，最终打造成为长沙市乃至湖
南省范围内的现代农业生态循环示范基地
和农业大健康产业示范基地。 ”在外创业成
功，反哺家乡的优卓牧业董事长龚铁军对生
态产业园的前景非常看好。

一个个大项目的推进，为双江口的发展
注入了源源不竭的动力，也为双江口经济的
腾飞插上了翅膀。

“十二五”期间，双江口镇完成 GDP96.78
亿元，农业、工业总产值达到 144.8亿元，绩效
考核也从全县的倒数第二跃升到顺数第九，
挺进了全县十强。

大农业 培育乡村旅游利民富民

今年 3 月 30 日，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在
长沙召开，提出了实施全域旅游战略。

随着全域旅游战略的提出，湖南迎来了
全民旅游时代。

这不禁让双江口的主政者开始思索这
个问题：发展旅游，双江口有什么呢？

“双江口有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有美
丽乡村、有青山绿水、有花木水果……”

于是，一场做优做美现代农业的战役开
始打响。

土地流转被有序推进，农田的规模化经
营被大力提倡，一个个种粮专业合作社成立
了，一片片稻田成为了一处处天然的美景；

一个个蔬菜基地、水产养殖基地、花卉
苗木基地相继建成，既可满足百姓的日常所
需，又带火了乡村旅游；

政府与老百姓精心打造的新香村宇家
老屋、长兴村鸳鸯组、朱良桥村姚湾、槎梓桥
村杜家桥等美丽屋场成为了一处处靓丽的
景点。

还有双江口镇镇政府立足优质稻生产
大镇而打造的美丽经济示范项目———“稻花
香里”农耕文化园 11 月开园以来，更是吸引
了不少游客。

“稻花香里农耕文化园取意‘稻花香里
说丰年’，突出‘耕读’、‘耕食’、‘耕作’三大文

化要素，由稻作文化长廊、欢乐植物迷宫、农
耕体验区、廉洁文化教育基地、花卉和水稻植
物区五大主题功能区组成，集农耕展示、农耕
体验、农耕文化、休闲娱乐于一体，致力打造
一个让老年人感受回忆，中年人找到乡愁，小
孩子受到教育的农业亲子互动乐园。”文化园
管理中心主任欧炼对着示意图介绍道。

听完欧炼的介绍，我们迫不及待地游起
园来，沿着农耕文化长廊，我们如在农耕的
历史中旅行；登上 34 米高的斗笠塔，双江口
镇的田园风光尽收眼底； 行走在亲水栈道
上，看着郁郁葱葱的茭白，欣赏着沿河美景，
如身在画中；漫步在植物迷宫，探险的同时
还能感受绿色的呼唤……

不仅有美景，这场做优做美现代农业的
战役还让不少老百姓得到了实惠。

在稻花香里农耕文化园门口开饭店的
彭艳平一到周末就忙得不可开交， 端茶、倒
水、上菜、招呼客人。

“我们一家原来在株洲做生意，因文化
园才回来开的店， 没想到现在生意这么火，
旺季的时候一天就有四五千元的收入呢，回
来真是回对了。 ”彭艳平笑着告诉我们。

如今她和丈夫共同经营这家叫农耕生
态的饭庄，收入比当初做生意还可观，同时
还能就近照顾两家老人和孩子，日子越过越
兴旺。

“我们村在镇党委、政府的关心和指导
下，村庄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近几年来
不仅建了两个休闲广场， 还实施道路硬化、
亮化、美化工程，现在有不少城里人都跑到
我们这里来钓鱼、吃土菜呢。”高田寺村村支
书程乐保笑呵呵地说道。

群众的赞许，百姓的满意，让双江口的
主政者有了更大的动力。

“下一步， 我们还将打造‘大河西购
物———文化园怀旧———白玉寺祈福———赤
龙岛找乐———左家山摘橘———优卓园放牧’
的精品旅游线路，大力发展‘农家乐’乡村旅
游，让美丽不断持续！ ”

在胡君安的话语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一
座文明、秀美、充满活力的两型示范新镇在
崛起、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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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卓牧业生态产业园鸟瞰效果图。

稻花香里农耕文化园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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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沙出发，一路向西，半个小时就到
了宁乡县双江口镇。

“来双江口真方便，路好走，距离短。 ”
“以前从长沙来我们双江口可没这么方

便，我们虽然是近城乡镇，由于出入县城只
有宁朱公路与破损的老梅双公路，双江口镇
长期处于‘灯下黑’的境况。 ”当我们在感慨
双江口镇的新变化时，该镇镇长黄志刚如此
说道。

“要想富先修路。 ”这句俗语广为流传，
双江口镇的主政者更深谙道路对一个城镇
发展的重要性。

为了把近城的地理优势转化为发展的
区位优势，“十二五”期间，全镇拉开了交通
融城新骨架。

2011 年，投入近千万元，对梅双公路进
行了扩面、改造，打通了双江口进入宁乡县
城的新通道；

2011 年底，对宁朱公路进行了提质，让
双江口镇南部区域能更直接、更快速接受县
城及经开区辐射，提升了城市的发展潜力；

2013 年，金朱公路竣工通车，把双江口
到长沙的距离拉近了 20 公里，使双江口直
接受到了省会长沙的辐射；

2015 年，宁乡大道北沿线启动修建；
2016 年 10 月，启动长益高速复线征拆

…………
在开拓融城大通道的同时，双江口镇的

主政者还致力于完善区域小交通， 五年来，
硬化村组公路 126 公里。

一条条融城、发展、民生之路的修建、完
工，不仅扩大了双江口的区位优势，更极大
地方便了 8 万余群众的出行。

“原来我去长沙进货，来回需要 4 个多
小时，路程远不说，道路上的坑坑洼洼还经
常磨损车子的轮胎， 修补轮胎是家常便饭。
道路提质升级后，去长沙来回还不到两个小
时，省时又省油，政府真是为我们老百姓做
了件大好事啊。 ”在双江口镇开建材店的彭
老板由衷地对我们说道。

交通的改善，改变的不仅是老百姓的出
行方式，还让双江口集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统一规划的招牌， 整洁干净的路面，有
序穿行的车辆，来来往往的行人，无不诉说
着这里日渐繁荣的场景。

“对提升集镇品质，我们始终坚持监管并
举，一手提质扩容公共设施，一手加强集镇的

整治管理，希望把双江口打造成
真正宜居宜业的幸福新城。”双江
口镇党委书记胡君安表示。

于是，双江口老集镇、朱良桥老
集镇等六个集镇完成提质改造；学校、敬
老院、 群众文化广场相继完成改善和修建；
卫生院、污水处理厂新建并投入使用……

一项项基础设施的完善，一个个惠民举
措的落实，让这座百年老镇重新焕发出了新
姿与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