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城长大了，家乡变美了！
“县城面积比我小时候大了好多倍，由过去的小家碧

玉变成了如今的大家闺秀。 ”
“小县城有了国际化大都市的格局，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休闲广场越来越多，生活越来越便捷。 ”
“道水河更清了，太浮山更美了，人居环境更好了，文

明素质提升了，比大城市不会差。 ”
……
说说我的家乡美，临澧人民的朋友圈热闹极了。
民生系着民心，是最大的“政绩”。 临澧县始终把民生

民利放在首位，不断书写着新的时代答卷。 2018 年，通过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住房、医疗、教育等扶贫保障政策全
面落实，全年减贫 4912 人，剩余 20 个贫困村全部退出，
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1.37%。

此外，扎实推进民生实事办理，努力让改革发展成果
更多更公平地惠及群众；群众密切关注的择校热、超大班
额等突出问题基本解决，城区学校实现扩容提质；新人民
医院建设稳步推进，新妇保院开诊运营，医疗卫生改革扎
实推进，卫生医疗条件不断改善；城镇就业、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人数连年增加，民生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扎实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推进平安临澧、法治临澧、
“一村一辅警”“城市快警”建设，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在基层，凝聚着干事创业的巨大生机和力量。 进一步
壮大乡村干部队伍， 选派 110 名机关干部到软弱涣散村
（社区）、贫困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担任村（社区）党组织第
一书记，大力实施“133 人才培养工程”，村（社区）党组织、
村级后备人才和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稳步加强。 全面推进
城乡一体化智能交通 PPP 项目等交通工程建设。 发改、
水利、电力等部门争取政策性项目资金近 2 亿元，用于加
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注
册农民合作社 43 家，新增家庭农场 31 家，进一步增强致
富带动能力。

万丈豪情逐浪高，安福大地春潮动。
70 年的如椽巨笔描绘着临澧的美景，彰显着品质之

城的独特魅力。 45 万临澧人，撸起袖子加油干，奋力冲刺
全省县域经济“前三十强”，临澧正朝着打造闻者向往、来
者依恋、居者自豪的宜居宜业宜游现代化城市阔步前行。

金秋时节，叠翠流金。 临澧县望城乡桂花村五彩生态
园里游客络绎不绝。 园里美景如画，游客纷纷拍照留念。

“生态园里有各具特色的花苑，让游客在不同季节
都能品味花香与浪漫。 ”桂花村相关负责人自豪地说，
生态园一共流转了村里 1000 多亩地， 每亩一年流转
费 300 元。 同时村部创办了脱贫致富协会， 组织村民
入园务工、开门设店、经营农家乐、售卖果蔬等，增加了
村民收入。

告别传统种植业，发展现代庄园经济。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临澧县选准主攻方向，突出破题
探索， 乡村振兴走出了新路径。 特别是通过“三变改
革”、“四面红旗村”评选、“五朵金花靓临澧示范行动”，
使广大农村不断发生着喜人变化。

“三变改革”激发新活力。通过探索开展“农村资源
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有效
盘活全县土地、山林、水体等“沉睡资源”，激活各类生
产要素，增强了农村集体经济实力。 目前，“三变改革”
已在全县 12 个乡镇（街道）的 61 个村深入开展，全县
参与改革的集体土地达 5.9 万亩， 村集体年经营收入
达到 2100 多万元。 在县委、县政府大力倡导下，全县
“三变改革”的实体样本不断涌现，探索出了“三变”＋
红色旅游、＋特色产业、＋田园综合体、＋生产服务等
8 种模式。 为乡村振兴打造了“临澧样本”。

“四面红旗”飘扬新农村。 从 2019 年开始，临澧县
在全县开展以“基层党建红旗村”“产业发展红旗村”
“乡风文明红旗村”“债务风险防控红旗村”为主要内容
的“四面红旗村”评选活动。“红旗村”每类每年评选 10

个，每类“红旗村”评选标准都细化到具体项目，一一设
置考评分值。“四面红旗村”的评选，有效激发了村干部
的工作积极性， 强化提升了村党组织政治功能和提升
组织力，营造了浓厚的“谋发展、促发展、兴农村”的比
学赶超氛围。

“五朵金花”靓出新姿态。以修梅镇高桥片、佘市桥
镇蒋家片、停弦渡镇福船村、刻木山乡梅林果业、四新
岗镇久丰村为重点，大力开展“五朵金花靓临澧”示范
行动，示范片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修梅镇高桥村被评为
全国生态文化村、湖南省新农村建设示范村、湖南省特
色旅游名村、常德市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四新岗镇久
丰村被评为全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 佘市桥镇蒋家
村被评为全市美丽乡村， 福船村福船农庄被评为国家
级 AAA 景区， 刻木山五里村梅林果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被评为首届全国百强农民专业合作社。走进“五朵金
花”，扑面而来的，有惊喜，也有震撼。

红色高桥， 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和民主革命
先驱林修梅的故乡，通过主打“红色”、“绿色”两张牌，
以红为魂、红绿相间、多产融合，描绘出一幅多姿多彩
的美丽乡村新画卷；长治久丰，坚持产业发展、环境整
治、乡风文明一起抓，基层组织治理能力明显增强，农
民收入稳步提升，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乡风民风不断好
转；新兴福船，以组建农民土地入股经营合作社做为破
题之举，将福船村打造成村庄美、产业兴、农民富的优
美村庄；宜居蒋家，路面宽敞、绿化带精心装扮、路灯高
高竖起，村民的居住条件如同城市小区；特色五里，以

“梅林果业”为依托，以产业融合促乡村振兴，将五里村
变成了“花果山”、农民创业致富的“大乐园”。

数据，是能证明一个城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温度计”，是宏
观政策实施效果的“信号灯”，更是人民生活品质变化的“晴雨
表”。

1949 年，临澧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仅 1498.34 万元，财政总
收入 37.64 万元。 到 2018 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78.2 亿
元，其中工业和农业产值 86.72 亿元，实现财政总收入 8.76 亿
元，实现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070 元。 一幅幅城乡生态
宜居、民生温暖幸福、产业兴旺繁荣、基础设施日益完备的新画
卷，在安福大地徐徐铺展。

成功名于百业，展宏图于神州。
审时度势，谋定方能健步行；风帆正聚，长缨在手缚苍龙。

70 年来，临澧县不断加快开放崛起的步伐，调整产业经济发展
结构，成果丰硕。

临澧工业，不断在发展中创造着辉煌，安福环保、“中泰”特
装、先淘卫浴等企业立足本地，通过不断的科技创新，在全国同
行业一直保持领先地位。 冀东水泥、美华尼龙等上市公司在此
开疆拓土，生根发芽，发展壮大。 近两年来，临澧县大力推进“开
放强县产业立县”战略，唱响了一曲曲高亢激昂的“好声音”，结
出了一个个新的丰硕果实。

培引并举，特色园区快速“长大”。 以常德市新材料临澧产
业园为支撑，培育壮大新材料产业，加快安福环保材料产业园、
智能制造卫浴产业园、博川新材料产业园、石灰石新材料产业
园等特色园、园中园建设。 仅 1 至 7 月，新材料产业产值就达到
30.1 亿元，同比增长 15%。

南扩东进，新鲜血液不断注入。“粤港澳大湾区投资贸易洽
谈周”“德商恳谈会”“常德品牌农业北京站推介” 等活动现场，
临澧紧盯 500 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扩大引强， 成功引进三一重
工、石湾酒厂等战略合作者，建材项目与央企实现了深入对接。
1 至 7 月，全县新签约亿元以上产业项目 14 个，总投资 37.5 亿
元。

快推快办，项目建设如火如荼。“一名县级领导牵头、一个
责任部门主抓、一套所涉问题责任部门班子配合、一张路线图
管总、一抓到底”的“五个一”工作推进机制的实行，确保了签约

项目尽早开工建设、开工项目尽早竣工投产。 1 至 7 月，73 个县
级重点项目开工 64 个、开工率 87.7%；新开工亿元以上产业项
目 15 个， 新投产亿元以上产业项目 5 个；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8.6 亿元，增速 12.6%。

数字是枯燥的，但枯燥的数字，是临澧人敢闯敢干，不断创
造赶超发展新成绩最真实的印证，也是临澧人用智慧和汗水创
造产业项目发展新辉煌的最生动写照。

与此同时，全县 30 个贫困村和贫困人口 100 人以上的 83
个非贫困村实现了“村村有扶贫产业”“户户有产业帮扶”的目
标。 临澧县坚持问题导向，强力攻坚克难，推动“三大攻坚战”取
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通过全县干群协力，不断打开工作新局
面。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强烈的责任担当推
进环保督察问题整改，一大批中央环保督查和省环保督查反馈
问题得到有效整治，如期完成河湖“清四乱”清理整治任务，得
到常德市河长办督察组的高度肯定，全县空气优良率达 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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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福山河纵豪情

周勇军 龚文君 汪 进 陈春喜

古城临澧，无言大美。
一条悠悠的沅江流过，碧水环绕着她，山岳环

耸着她，秋雨亲吻着她，这里每一处山河都在与她
共舞欢歌。

湘北重邑，水溯九澧。
临澧， 这座在雍正七年间被命名安福的小城，

秀美如画，光芒璀璨，自古为荆楚之域，孕育了一大
批仁人志士。

春秋惯看，朝夕只争。 紫气东来，欣欣气象已
成。

70 年沧桑巨变，安福大地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
化。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临澧县委、县政府因时
而谋、因势而动，吹响高质量赶超发展的嘹亮号角，
县域经济稳步上行，产业项目多点发力，城镇建设全
面提质，民生保障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深入推进。

大地无言，岁月流金。穿行安福这片热土,处处
都能感受到兴产业、谋发展的火热场景，处处都能
聆听到这座城市铿锵有力的奋进足音———

破茧腾飞 产业经济全面兴

动车开到“家门口”。 林新萍 摄

即将投入使用的临澧县人民医院。 林新萍 摄 林伯渠故居党建研学实践营地。 李先枝 摄

临澧经济开发区一隅。 李建国 摄

临澧青山水轮泵站工程上个世纪 70 年代投入使用后，将清清澧水送往广袤的田野 。 陈景平 摄临澧县城全景。 李先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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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民强县 乡村振兴新路径

民生福祉 安福小城换新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