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安全饮水工程、 完善“天网工
程”、新设红绿灯、改善道路交通……今年
以来，永安镇正围绕“五个永安”建设的目
标，不断推动民生工程，完善城市功能，塑
造城市特色，精准发力、久久为功，全力打
造“本地人留恋、外地人向往”的魅力永安。

6 月 18 日，天气晴好，车辆行驶在最
美乡村公路———永丰公路上， 心情格外畅
快。这里刚刚完成了一项规模浩大的工程，
坪头村的 1000 多户居民终于喝到了更放

心的水。 2018 年以来，永安镇下
大力气解决辖区内的饮水

安全问题， 已经先后
完成了集镇、坪头

村、 西湖潭村
的饮水工程建

设，“丰裕社
区的饮水安
全问题已
于 8 月底
解决，下一
步，我们将

迅速启动本
来是明年计

划的永和村、
大安村和督正

村， 群众少等一
天，我们辛苦一点无

所谓。 ”镇分管农村工
作的负责人这样说道。

7 月 11 日， 笔者在永安西路施工现
场看到，大型挖掘机、灰土拌和机、压路
机、摊铺机等大型机械正在紧张作业，工
人们顶着高温酷暑忙碌在施工一线。“永
安西路已经完成雨、 污水管安装和燃气
管道安装、自来水、弱电管道安装工作。
路基换填、 雨水支管安装等工作已在 8
月底完成。 该路段提质改造工程完工后，
有效缓解集镇主干道的通行压力， 交通
格局得到优化。 ”永安镇重点项目建设相
关负责人说。

小变化背后是大努力， 小方便里有大
进步。如今在集镇，多条断头路正在不断被
疏通，新修道路干净整洁，两旁绿植郁郁葱
葱。一条条道路宛如永安的“血脉”，承载着
人们的出行、方便了人们的生活。新建一条
道路，城市承载力进一步提升；打通一条道
路，城市发展空间进一步拓展；拓宽一条道
路，居民出行更加便利。随着集镇各个主干
道路的陆续打通、提升改造，一条条畅通无
阻的城市动脉全面伸展开来， 为打造强盛
永安、品质永安、美丽永安、幸福永安、活力
永安提供有力保障。

乡村美了，产业旺了，村民富了，在浏
阳市永安镇，人民的幸福感不断增强。浏阳
市永安镇党委书记陈训武表示， 昨天的成
绩意味着打了基础，明天需要更加努力，才
能赢得更多的发展优势， 更快地推进永安
城市化进程，更快地实现永安“建设三湘第
一镇，争创长沙东中心”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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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建设三湘第一镇

王 文 熊 蕾 宋 利

9 月 11 日， 第三方机构竞争力智库和中
国信息协会信用专业委员会在京发布《中国乡
镇综合竞争力报告 2018》（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公布了中国中部乡镇综合竞争力百强、
中国西部乡镇综合竞争力五十强名单。 湖南省
浏阳市永安镇取得了中国中部地区乡镇综合
竞争力百强第六的好成绩，成功跻身湖南省乃
至中部最具竞争力的乡镇之一。 永安镇还入选
“全国乡镇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长沙东部开放型经济走廊、空港新城、高铁
会展新城建设纵深推进，将为永安发展开辟广阔
前景。随着长浏城际轻轨、渝长厦高铁、黄花机场
T3 航站楼启动建设，金阳新城建设全面铺开，永
安高质量发展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近年来， 永安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稳中
有进、蓬勃向上的良好态势，产业发展、项目建
设、深化改革等方面工作都走在前列。 加上高
新区一批重大项目落地见效，永安高质量发展
的核心动能更加充沛。 在 2019 年 1 月份召开
的永安镇经济工作会议上，镇党委提出“建设
三湘第一镇，争创长沙东中心”的奋斗目标，为
全镇新一轮大发展指明了方向。

站在新起点，面对新征程，永安镇党委政
府确立了新的发展思路：紧紧围绕“建设三湘
第一镇，争创长沙东中心”的奋斗目标，牢牢把
握“率先浏阳，领先长沙，争先全国”的基本定
位，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全面落实“六稳”
要求，加快打造强盛永安 、品质永安 、美丽永

安、幸福永安、活力永安，以优
异成绩迎接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

7月 23日，湖南首个集体土地入市项
目———尚东产业小镇二期正式启动项目
建设。 尚东产业小镇是长沙向东进行产业
导流，浏阳向西融入长沙东部开放型经济
走廊的桥头堡，也是长沙东翼发展核心金
阳新城的先导区。

永安镇位于浏阳市西北部， 到黄花国
际机场约 10 分钟车程，杭长高速、平汝高
速、 金阳大道、 开元大道、319国道穿境而
过，交通十分便捷。永安是全国重点镇、全国
文明村镇、全国小城镇建设试点镇、湖南省
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湖南省经济发达镇行
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镇、 长沙市特色小城
镇，连续五年获评长沙市经济社会发展十强
乡镇。 从 2018年开始，永安镇联合浏阳高
新区及周边乡镇的家居产业基础和优势，先
后启动建设了 48 万平方米的尚东家具制
造聚集区、18万平方米的爱晚家居材料城、
24万平方米的家谐标准化厂房等项目，一
个集产品研发、原材料供应、生产制造、产品
展销、仓储物流和电子商务功能的全产业链
条逐步形成。

水滴石穿非一日之功，综合竞争力的
提升也是如此。 近年来，浏阳市永安镇经
济实力已堪比省内中等县市。2018年永安
镇紧紧围绕“率先浏阳，领先长沙，争先全
国”的基本定位，致力打好“三大攻坚战”，
上项目、抓改革、惠民生，2018 年，园镇完
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280 亿元、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 61.6 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

135 亿元、财政税收 16.88 亿元，分别增长
16%、12.5%、20%、24.96%， 已经达到省内
中等县市水平。

步入新时代， 发展高质量。 园区是永
安发展的最大优势， 改革是永安发展的活
力源泉。 省级浏阳高新区坐落于永安镇，
现有企业 300 余家， 形成了智能装备制
造、汽车及零部件、再制造三大主导产业。
2018年是园区引进项目质量最高的一年，
豪恩声学、华域视觉等重大项目纷纷落地，
是园镇融合、一体发展成效最显著的一年。

永安镇大力落实“效能提升、成
本降低、权益保护、服务优化”四
大行动， 制定优化营商环境
“八条严禁”，向镇域范围
内重点企业派驻“小管
家”“小保姆”，全面走
深走实“最多跑一
次改革”，为企业
办了一系列实
事。 还制定了
镇党政班子成
员联系重点项
目制度， 明确
“一个项目、一
名领导、 一套
班子、一抓到底”
的工作机制，保障
了项目顺利推进。

春风拂面，花香四溢，绿水蜿蜒，走进
永安镇芦塘村，如诗如画的美丽乡村田园
画卷展现在人们眼前。“住在这里和住在
公园里一样。 ”在湾里屋场的访客边拍照
边感慨。

芦塘村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五
治”行动，组建了湾塘盘古生态种养专业
合作社，精心建设老种子博览园，将芦塘
村打造成了一个充分展现田园风情、文化
风韵、乡贤风采、振兴风潮的美丽湾里。

目前，永安已打造了 3 个省级、3 个长
沙市级美丽乡村， 以及全省最美乡村公
路———永丰公路。

2017年， 永安镇西湖潭村通过抓住集
体土地入市改革试点契机，采取“土地入市，
农民入股”的模式建设永安家具制造产业聚
集区项目，解决了产业发展多年来的安全环
保问题， 为发展集体经济探索出了一条道
路，带动西湖潭村集体和村民两年增收 567
万元，打造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永安样
板”。 同时，在芦塘村，村级土地合作社与社
会资本合作社组建了旅游开发公司，建设老
种子博览园， 发展观光休闲农业， 村集体
2018年分红近 20万元。 全镇还有 10个村
（社区）有物业经营型集体经济模式，3个村
成立了村级土地专业合作社，通过流转土地
转租和提供服务获得收益。 1个村成立了村
级劳务公司，承接园镇小型工程。通过在“四
型”集体经济等方面发力，全面消除了集体
经济薄弱村。

今年 3月入选了长沙市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示范镇，芦塘村入选了示范村。 深入开
展“治风”行动，开展了首届永安好人评选和
颁奖典礼，尊崇好人、礼遇好人，引发了全镇
上下的良好反响；扎实做好殡葬改革，火化
率继续保持 100%。 深入开展“治垃圾”行
动，新增投入环境整治经费 200万元，深入
推进 8个长沙市垃圾分类减量村创建工作，
新增分类垃圾桶 1万个。深入开展“治厕”行
动，完成无害化厕所建设 920座。 巩固发展
农村产业，调整种植结构 3650.3亩，落实烤
烟种植面积 6120亩。 将“大棚房”问题全部
整治到位并复绿复垦，中央检查组实地验收
时给予充分肯定。

在永和村，有一位远近闻名的“茶油
哥”罗持正，他按照现代农业多元经营的
方式，融入“互联网 +”的新思路，不仅把油
茶选种、育苗、种植、初加工和深加工结合
起来，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提高油茶
种植效益；而且还打算通过宣传茶油文化
历史内涵，结合乡村特色文化旅游，让更
多的城市居民了解茶油，利用空闲时间来
到乡村亲自体验油茶种植，亲自体验榨茶
油，通过这种城乡互动来带动乡村经济发
展，增加乡亲收入。 在永安，小有名气的农
产品除了旺泽堂茶油， 还有芦塘板栗、大
安乌梅、湾里老种子、坪头超米、浩博有机
蔬菜。 政府支持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家
庭农场、休闲农庄发展，初具规模休闲农
业经营主体达 25个。

经济实力已堪比省内中等县市
强 盛 永 安

乡村振兴让乡村更美村民更富
美 丽 永 安

办好十大民生实事提升群众幸福感
幸 福 永 安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永
安
。

幸福屋场里
的美丽庭院。

捞 刀 河 畔
的闲暇好时光。

永安地标之魁星楼 ，
巍然屹立于青山绿水间。

留住“乡愁”，中华老种子博览园。

（本版图片均由浏阳市永安镇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