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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岳县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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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岳县委书记彭洪调研城建工作。
□ 陶俊伶

兴产业 多元融合促发展

幢幢高楼拔地而起，
宽阔道路通达四方，
民居民舍独具韵味
……如今，行走在安岳大地，城
乡一体化建设带来的变化让人
感到美不胜收。
近年来，
安岳县按照新型城
镇化总体要求，
紧紧围绕成渝中
部开放发展前沿区发展定位，
培
育形成“1+4+N”现代城镇体系，
初步形成了点、线、面城乡一体
化发展格局。截至目前，县城建
成区面积达 32 平方公里，小城
镇建成区面积达 47 平方公里，
全县城镇化率达到36.14%。

全规划 统筹发展绘蓝图
规划是城市的灵魂，城乡规
防空等 20 余项城市建设专项规划
划要凸显一个城市的思想、理念
编制，启动了重要节点城市形象
和品质。
设计工程，为县城建设提供科学
安岳县始终坚持规划先行， 指导和根本遵循。
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编制各项
在乡镇规划上，全面启动 65
规划，以城乡“一盘棋”为理念，把
个乡镇总规和龙台镇等 4 个国省
全县域作为一个整体来统筹规划
级重点镇控规编制，通过规划明
和建设管理，将国民经济和社会
确 乡 镇 近 期 、中 期 、远 期 发 展 目
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市总
标，以及人口规模、特色定位、功
体规划“三规”融合，构建“全域安
能分区、产业布局、建设时序等，
岳、城乡一体”的规划体系。
并注重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交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通、旅游、新农村等专项规划有效
夜幕降临，
安岳县城普州文化广场
衔接，充分考虑区位条件和资源
上，7 个中老年团队正伴着音乐翩
禀赋，实施差异化、个性化、多样
化发展路径。制定《安岳县开展
翩起舞。市民冷雪梅说：
“以前，
吃
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改革试点方
了饭就是打牌，
现在不管是在乡镇
《安岳县 2018 年人居环境整治
还是县城，
广场多了，
设施完善了， 案》
市级试点实施方案》
《关于实施乡
大家都喜欢来跳舞了。
”
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在县城规划上，安岳县委托
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不断构建
上海同济规划设计研究院完成了
和完善美丽城镇的顶层设计。截
《安 岳 县 城 市 总 体 规 划》
（2012至目前，全县共有国家级特色小
2030）的编制和报批工作，完成了
镇 1 个、省级特色小镇 1 个、全省
老城区、城东城南新区控规编制
“试点镇 7 个。
及城市道路工程、城市消防、人民 “百镇建设行动

渝蓉高速与内遂高速文化枢纽互通。

繁华都市在左，美丽乡村在右。在安
岳，不同的是风景，
相同的是生活。
“出门走水泥路，炒菜用天然气，购物有
小超市，娱乐有活动室，看病不出村，我们的
生活一点也不比城里差！”说起村里的变化，
燕桥村村民陈洪菊一脸喜气。
燕桥村的变化源于民间资本的介入，由
返乡业主投资兴建的宝森柠檬小镇逐渐崛
起。该项目预计总投资 10 亿元，建设高科技
农业展示馆、生态休闲区、直升机体验场、儿
童游乐园等 16 个子项目，形成“吃、住、游、
娱、乐、购”产业联动的旅游发展综合体，推
动乡村旅游业发展。
自项目建设以来，村民除领取土地租金
外，还可在小镇内打工挣钱，燕桥村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在 1 万元以上，比原来增加了近
6000 元。
“如今我在小镇里开起了农家乐，一
年就有十几万元收益。”陈洪菊满意地说道。
乡村旅游发展迅速，成为农民致富的新
增长点。安岳县重点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
实现产业与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结合
农村特色资源，开发出了柠檬节、柠檬花节、
柚花香节等旅游活动，
吸引游客来到安岳。
魅力柠海景区、宝森生态旅游度假区创
建为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
龙台镇、
卧佛镇分
别创建为国家级、省级特色小镇；岳阳镇、通
贤镇、岳新乡成功创建四川省乡村旅游示范
乡镇；
四方村、水观村、桃坝村、希夷村等成功
创建四川省乡村旅游示范村；魅力柠海景区
被评为
“四川十大最美花卉观赏地”……美丽
乡村和公共服务建设的成果正在逐步转化为
产业发展、农民致富的综合优势，为民宿产
业、乡村旅游等农村新业态的蓬勃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推动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产业支撑。
安岳县工业园区的发展，也给农民带来
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石桥铺镇居民李东，每
天早晨都骑着自行车到永强佰丽鞋业上班，
成为一名工人。李东说：
“和我一样，周围很
多村民都撂下农具，到工厂摆弄机器了。”安
岳县多点布局生产力要素，采取“大企业+孵
化园”基本手法，优化形成以柠檬主导的食
品加工业为引领，以天然气清洁能源、生物
医药、轻纺加工为主的新兴成长型产业崛起
的“1+3”主导产业体系。2018 年，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 10.5%。
安岳县全力建设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强
力推进柠檬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
安岳柠
檬进入初级农产品类地理标志产品全国10强，
带动通贤柚、红薯、优质粮油等特色效益农业
加快发展，
荣获
“全省重大农村改革任务推进
示范县”称号；
广东温氏生猪一体化建设项目
在安岳启动建设，
安岳有机产业发展开启新篇
章，
成功入选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创建区。
2018年，
安岳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实
现33200元、
15940元，
分别增长8.2%、
9.3%。

农村公路建设。

普州大道人行天桥。

重实施 夯实支撑换新颜
2018 年，安岳县镇子镇纳入
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示范建设，周
礼镇被评为省级特色小城镇，兴
隆镇、通贤镇、姚市镇新增为全省
“百镇建设行动”试点镇……
安岳县着力做强乡镇次级发
展，夯实城乡发展底部支撑，根据
县域城镇体系规划，在全县优先
选择辐射带动能力强、特色定位
准的乡镇，确定了“6+13”优先和
重点发展小城镇，作为统筹城乡
发展的突破口。
资金保障上，县财政补助乡
镇规划编制费用，对建设发展过
程中税收新增部分地方留存额按
一定比例安排返还，对成本外的

安岳县委副书记、
代县长贾发扬在乡镇调研。

土地出让净收益安排 50%用于小
乡镇。
城镇建设，并在资金周转和金融
“如今，龙台镇柠檬种植面积
信贷方面予以支持。
达 3 万亩，产值达 5 亿元，加工和转
用地配置上，
优先安排重点城 口贸易达到 30 亿元，全国 80%以
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
对有存
上的柠檬都在龙台镇集中进行保
量土地的小城镇建设所需土地优
鲜、储藏，并销往全国各地乃至国
先纳入出让计划，
每年安排一定用 外 。”龙 台 镇 党 委 书 记 高 治 能 介
地指标奖励和支持其发展。
绍，当前，龙台镇正在加快推进柠
产业发展上，按照因地制宜、 檬产业转型升级、场镇建设提档
彰显特色原则，结合本地产业发
升级等重点工作，推进国家级特
展特色、民俗文化、地域特点，发
色小镇建设。
挥规划引领作用，找准发展定位，
在特色小镇建设快马加鞭的
建立、建强乡镇特色产业支撑，积
同时，美丽乡村建设也是安岳县
极打造龙台柠檬种植加工、石羊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头戏。
石刻旅游等一批商贸物流、观光
2018 年，全县建成幸福美丽新村
旅游、生态农业特色各异的精品 （聚居点）100 个，其中脱贫攻坚幸

福美丽新村 44 个。
2019 年元旦，思贤乡道台村
的春见果园里迎来了采摘的客
人。他们对道台村的环境十分赞
赏，纷纷拿出手机拍摄。该村党
支部书记周贵福感慨地说：
“ 这几
年村里的环境变化太大了，路修
了，天然气通了，大家还住上仿古
民居。我们村里人过的日子也向
城里人看齐了。”
以前，道台村都是坑坑洼洼
的乡村土路，因为路况差，经过的
汽车经常会陷在坑里，连卖货的
人都不愿意到村里来，更别说来
游客了。道台村的变化让村民们
感到欣喜。

幸福美丽新村。

安岳县城柠都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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