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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回家就可以在家门口下高速了。 ”
国庆假期，赫山区衡龙桥镇和衡龙新区回家
的人， 听家人说得最兴奋的话就是这一句。
10 月 1 日，在湘江西互通建设工地，不到一
个小时， 就来了七八拨参观的人。 高端、漂
亮、大气、有档次……这是他们留下的最真
诚的评价。

湘江西互通（长益高速新益阳互通）项目
于 9 月 5 日 15 时 40 分全线贯通， 这是一个
见证奇迹的时刻，也是一个见证“赫山速度”的
时刻。 从今年 4月 5日起，湘江西互通项目开
工建设到全线贯通，作为项目建设责任主体的
赫山区，仅用 5个月就完成了需要两年才能完
成的项目建设任务。

湘江西互通项目的建设，按下了益阳连接
长沙的“快进键”，让益阳开始真正迈入长株潭
益“3+1”半小时经济圈。

无独有偶，与之相媲美的是银城大道的全
新亮相。2016年 6月，经过 4个多月的昼夜奋
战，益阳加快“东接东进”融入长株潭、建设大
益阳城市圈的城市主干道———“银城大道提质
扩建工程”顺利完工，实现通车。 这条东进干

线，在赫山的大地上，用腾飞的姿态，一路向东
前行， 实现了益阳与长株潭空间上的无缝对
接。

“东接东进”， 益阳市开启了新的战略指
引，而要做好基础设施的对接，主要是要做
好与长株潭地区在综合交通体系建设上
的对接，实现高速公路、干线公路、快速
通道、铁路等方面的全方位对接。

重任上肩， 赫山区奋力前行。
围绕“对外大开放、对内大循环”
目标，赫山区积极打响交通建
设大会战， 不仅完成了长
益高速湘江西互通建设，
打通了“东接东进”的新出
口， 还完成了益阳南线高速
公路（绕城高速）、石长铁路复
线的建设通车。 同时，益娄高速、
益马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稳步推进，
长益高速扩容工程、宁韶高速、益伍
高速也正在建设中。 形成了长张高速、银
城大道、 新河大道、319 国道等多点对接
长沙的对外大开放格局。

以“新业态、新动能、新发展、新品牌”为主
题的首届生态农业智慧乡村互联网大会将于
11 月 3 日在益阳市举行。 届时，益阳近年来农
业农村互联网发展方面的成果将得到全面展
示。

益阳作为传统农业大市、 全省目前唯一的
现代农业改革试验市， 近年来大力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三次产业融合发展， 促进了
现代农业加速崛起。

这也离不开益阳市各县(市、区)积极响应，
大胆探索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径、 探索农业
社会化服务新模式所付出的努力。 赫山区便是
其中的先行者，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赫山区抢抓益阳市发展现代农业“131”工
程的重要机遇，以健全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科技
体系、服务体系、经营体系为发展理念，以“一线
一点”（新河沿线、 碧云峰）172.7 平方公里为核
心建设区，以“八个一”工程为建设重点，高起点
规划以现代农业产业园、科技园、创业园、山水
田园综合体为载体的“三园一体”，全面推进现
代农业改革发展示范区建设， 全力打造现代农
业发展新高地。

“通过一个手机 APP 就可下单，订购施肥、
喷药、收割等农业代服务，不用担心误了农活，
也不用担心无人干农活、 让年老的父母还要下
地。”在外务工的笔架山乡中塘村的曹大喜对益
阳市农田谋士服务有限公司打造的农村电子商
务平台“护农商城”赞不绝口。

据了解，从 2013 年起，“农田谋士”为农户
提供水稻种植“九代”、“九化”服务，即专业化服

务、区域化布局、集团化结盟、多元化解难、机械
化作业、标准化操作、契约化约束、数字化管控、
规模化推进，从机耕、播种、春插、施肥用药直到
稻谷收割、销售等各环节，都可以由其“包办”，
农户省心省力。 目前，在赫山区，像“农田谋士”
这样的为农民种田提供全套服务的公司、 专业
合作社已有 16家，共服务稻田 27 万亩，解决了
因劳动力短缺而带来的“谁来种田”问题，遏制
了田土抛荒及“双改单”。

不仅如此，作为消费者的你，可以通过扫描
二维码了解农产品的产地、生产全过程。益联现
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平台系统， 为你实
现了购买农产品时品种丰富有保障、 质量安全
可溯源、价格公道且稳定的愿望。

作为生产者的你， 可以体验智慧化的农业
生产方式。在“隆平高科·多彩赫山”中塘智慧农
业产业园，田间管理推广了以“3S”技术为依托
的智慧化模式（3S：地理信息系统 GIS、全球定
位系统 GPS 和遥感技术 RS）， 利用传感器、全
景摄像头、植保无人机、农田小气候监测设备等
智能化农业设施，对水稻生长实施全方位监测，
再配合集中育秧、间歇灌溉、绿色防控等技术，
实现了智慧化农业生产。

还有“智慧农业第一村”赫山区泉交河镇菱
角岔村的智慧农业云平台、“智慧农业” 视频监
控中心，现代农业改革发展示范区展示馆，打造
中南地区最大的农业嘉年华、 全省一流的山水
田园综合体———碧云峰山水田园综合体……一
个个特色鲜明的项目， 正让赫山区现代农业改
革发展示范区的形象越来越突出。

周佳 李礼壹 夏艳辉 陈俊霖 张子龙

洞庭湖滨，资水南岸，古城赫山因
一项项荣誉熠熠生辉。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全国绿化
模范县 （区）、 全省首批全面小康县
（区）、全省新农村建设先进县（区）、湖
南省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区……

在众多身份中， 一个特殊的身份

即将大放异彩———益阳融入长株潭的
桥头堡。

近年来，赫山区奋力践行益阳“东
接东进”战略，以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
划全面实施为契机，打造“特色园区、特
色农业、特色城镇”，构建了开放发展新
格局，加速融入长株潭益“3+1”半小时
经济圈，在对接长沙的进程中，一路“东
风”劲吹，凯歌高奏。

“荷塘月色”基地。

赫山“智慧农业第一村”。

衡龙新区新建的标准化厂房。

城市新地标———万达广场。

艾华厂区全景。

交通为桥 按下“东接东进”快进键交通为桥 按下“东接东进”快进键

（本版图片均由益阳市赫山区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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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交通吸引大项目， 大项目托举大产业。
便捷的交通， 打通了赫山区对话世界的快速通
道。 石长铁路、洛湛铁路、319国道、长张高速、
益阳南线高速公路（绕城高速）、益娄高速、益马
高速、新河大道、银城大道、长益高速复线等纵
横交织，构成了辐射全国的立体交通网络；临近
的千吨级码头益阳港通江达海， 满足了生产要
素的大集大散，赫山的区位优势正越来越明显，
“筑巢引凤”成效也一步步显现。

地处衡龙桥镇与宁乡交界处， 位于长沙
麓谷国家级高新区、宁乡国家级经济开发区、
益阳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长株潭城
市群两型社会示范区益阳东部新区中间位置
的衡龙新区便是最好的印证。

随着益阳与宁乡拉通城际干道（银城大
道），益阳连接长沙多了一条发展大道，衡龙
新区借力加速崛起， 开启了现代化新型工业
园区的创业之路、探索之路。 2016年，银城大
道改扩建工程的建设完成， 空间无缝对接长
株潭，衡龙新区顺势而为，实现了招商引资的
大跨越；2017 年，湘江西互通建设完成，益阳
正式融入长沙半小时经济圈， 赫山衡龙新区
构建了加快发展的新格局， 开启了奋力建成
银城大道十里经济长廊， 着力构建十亿级企
业、百亿级产业、千亿级园区，努力实现“一年
打基础、三年见成效、五年造新城、共创国家
级园区”目标，全力打造“长沙西线工业走廊
新节点、大益阳城市圈新门户、对接省城新地
标、赫山发展新引擎”的发展加速度。

走进衡龙新区产业基地， 这里正一派热
火朝天的景象。 放眼望去，脚手架林立，建设
者脚步匆匆。 据介绍，目前，衡龙新区已签约
引进产业项目 20 个， 合同引资 104.8 亿元，
其中投资亿元以上项目 16 个、 投资 10 亿元
以上项目 4 个。 新型装备制造、 新能源新材
料、光电三大主导产业初具雏形；食品、建筑
建材、电子、生物育种、总部经济等重点产业
聚势发展；污水处理厂、自来水加压站、核心
区骨架路网、新型城镇化示范社区、现代化标
准厂房等一大批重大基础设施全面铺开；新
型装备制造业高地、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高地、
大健康产业高地及三产服务业高地的蓝图已
经描绘。 隆平高科、天津飞人、量子动力等产

业巨头纷纷入驻。
衡龙新区还仅仅只是赫山区“一区带多

园”发展战略上的一个新的核心增长极，是益
阳龙岭工业集中区奋力践行益阳“东接东进”
战略设立的一个新的拓展区。

据了解，有着“全国低碳清洁园区”、“湖南
省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湖南省首批中
小企业创业基地”、“湖南省中小企业信用体系
建设示范园区”等国字号、省字号招牌的龙岭工
业集中区，通过“园中园”模式、“一园带多区”战
略的实施，建成了衡龙新区、电子产业园、食品
产业园、 中医药产业园等特色园区， 形成了医
药、电子、机械、轻纺、食品、新型建材六大支柱
产业。 全球领先的铝电解电容器生产商艾华集
团，湖南省高新技术企业、湖南省重点医药工业
企业汉森制药， 智能电网供应商华翔翔能等
200多家规模企业在这里聚集， 年规模工业总
产值近 400亿元。合作品牌多达 100家的顺德
城项目建设在此初具雏形， 湖南省首个千亩级
农产品产地交易市场益阳海吉星（国际）农产品
物流中心正式运营， 年产值 50亿元的振乔家
纺城项目全面启动……

龙岭工业集中区正向着“国家级千亿产
业园区”创建步伐进发，在建设成为“中部地
区产业转移重点承接地、 湖南西线工业走廊
主力园区、益阳‘东进东接’的桥头堡和生态
工业新城区”的道路上，步稳蹄疾。

静谧恬静的荷塘月色基地内，优美的观景
线上点缀着小桥流水，赏荷的栈道绵延着曲径
通幽。

“醉美田园”稠木垸精细农业产业园基地
内，农田片片，渠成网、树成行、路相通。 夏季，
这里绿浪涟漪、水稻飘香、蛙声四起；秋季，这
里满目金黄，稻穗在风中浅唱低吟。

这是赫山区笔架山乡笔架山村和兰溪镇
苏家湖村如今的乡村美景。 赫山区现代农业改
革发展示范区的建设，让该区欧江岔、泉交河、
兰溪、八字哨、笔架山、龙光桥、沧水铺 7 个乡
镇（街道）459.5 平方公里土地上，上演了新时
代的“山乡巨变”新篇。

而赫山区以城乡统筹为引领，积极稳妥推
进新型城镇化，打造特色城镇，则进一步演绎
了“山乡巨变”的 2.0版。

近年来， 赫山区以精品的理念建设城镇。
以湖湘文化为基础营造地域特色，以生态资源
为依托营造山水特色，把每一条河流、每一条
道路、每一栋建筑打造成精品，塑造成景观。 目
前， 独具赫山特色的新型城镇体系已经形成：
沧水铺打造成经济重镇；兰溪准备建成一个水
乡古镇；衡龙桥是与衡龙新区互为支撑的产城
新镇；泉交河凭借胡林翼故里、醉美乡村的主
题建成文化名镇；而泥江口和欧江岔则分别打
造成工贸强镇和商贸重镇。

“我们现在这里是‘村中城’，是氧吧里的街，
开门能见山，出门可趟水，处处闻啼鸟，不用闹心

PM2.5。 ”“道路笔直干净，房屋整洁靓丽，吃自己
种的蔬菜，呼吸着新鲜空气，一点也不羡慕大城
市里的生活了。 ”老百姓在赫山区推进新型城镇
化的进程中，体验到了满满的幸福感。

不仅仅只是为了城镇的发展而发展，在推
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赫山区更注重新型城
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同步共进、产业和城镇融合
发展；坚持城乡统筹，以协同发展共同富裕为
终极目标， 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在联结城乡、辐
射农村、扩大就业中的重要作用。 在城镇化建
设快速推进的同时，赫山区美丽乡村建设也相
得益彰。

目前， 赫山已建成国家级生态镇 1 个、省
级生态镇 2 个、省级生态村 43 个；建成市级绿
色乡镇 3个、绿色村庄 52个。 沧水铺、兰溪、衡
龙桥三镇跻身全国重点镇行列， 八字哨镇、沧
水铺镇纳入省级卫生镇范畴，特别是沧水铺已
创建为“全国文明乡镇”和“湖南省两型社会示
范镇”。 以城市为龙头、以中心镇和中心村为纽
带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新格局正在赫山区加速
形成，为助推益阳“五城同创”，构建大益阳城
市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风起，“益”飞扬。“大交通、大产业、新农
业、新城镇”为赫山区加快发展注入了强劲动
力，为建设“富饶绿色幸福新益阳”彰显赫山担
当，更为益阳推进“东接东进”作出了重要贡
献，伴随着益阳如雄鹰般在长株潭益“3+1”半
小时经济圈中振翅飞扬。

产业助力 驶入“东接东进”快车道产业助力 驶入“东接东进”快车道

“互联网 +” 开辟现代农业新天地“互联网 +” 开辟现代农业新天地

城乡统筹 演绎“山乡巨变”新篇章城乡统筹 演绎“山乡巨变”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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